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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有云：「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佔中」是
本港近年最大規模的一次政治動員，並且早已揚言要
集結萬人長期「佔領中環」，癱瘓本港金融中心。行
動的關鍵就是如何向大批示威者提供補給，令示威者
可以長期佔領。及後「佔中」突然爆發，金鐘、銅鑼
灣、旺角等多個旺區鬧市被「佔中」人士佔領，示威
者夜以繼日的留在「佔領區」，飲食補給更是重要問
題。始終，參與「佔領」的多是青年學生，阮囊羞
澀，未必能夠應付一日三餐出外解決，況且又要留守
「佔領區」，令到食水補給問題更形重要。

每日定時定候大貨車送來物資
但令人驚奇的是，經過一個多星期的「佔中」，各

個「佔領區」的物資供應仍未有緊張跡象，食水、飲
品以至各種食物、生果布滿一地，多得現場人士根本
吃不完，基本上只要是自稱參與「佔中」就可自行取
用，沒有人理會。另外，各種醫療用品如散熱貼、藥
水膠布、止痛藥、感冒藥、毛巾、紙巾等一應俱全；
甚至為怕「佔領」人士長期留守太悶，一些「佔領
區」更安排了音響設備卡拉 OK，讓示威者大展歌

喉。總之，對於示威者的各種需要都照顧周到，不惜
一切要將他們留在「佔領區」。更令人嘖嘖稱奇的
是，每日定時定候都會有大貨車將各種物資有組織地
運送到各個「佔領區」。問送貨人士究竟誰人送來物
資，他們都表示不知道，只知道跟單送貨，有傳媒追
查誰人落單最終都不得要領，可見幕後人有意隱藏身
份。

對於「佔中」究竟花費了多少資源，有環保組織日
前就作出過小統計，指示威者在「佔中」頭三日已經
飲用了150萬枝樽裝水。如果以每枝樽裝水零售價4元
計，單以三日的飲用開支就是6百萬元；一星期的飲水
開支就要過千萬元。還有每日三餐的開支，早餐熱騰
騰的通心粉，午飯晚餐有乾糧、有熱食，任君選擇，
確保示威者都不會餓肚子。以常理計，三餐成本肯定
高於食水，這樣算起來，千多萬元的開支已是基本。
這還未計及其他用品以及行動的開支。

成本至少千萬元捐款難以負擔
「佔中」每日開支如倒水，但「佔中」秘書處早前

卻表示，至今不過收到近7百萬元的捐款，並且此地無
銀三百両地表示沒有收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大
額捐款。然則，7百萬元的捐款，經過一周多的花費還
餘下多少已經令人懷疑。更不要說，現時的「佔中」

持久戰動輒千萬元計的花費，捐款根本不足以承擔。
「佔中」秘書處在回應外界有關問題時表示，物資主
要是市民捐出，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合情理。固然，不
能排除有市民會向示威者提供物資，但又有誰會每日
定時定候的向各「佔領區」送來大量物資，不但風雨
不改，更對各個「佔領區」的資源儲備瞭如指掌。試
問一般市民有這樣的能耐嗎？很明顯，整個「佔中」
的物流鏈是有專人籌劃，並且投入了源源不絕的財力
支持，否則「佔中」早就散了。

曠日持久抗爭打的是民意戰，也是資源戰。在「佔
中」剛爆發之初，激進示威者每「佔領」了一個據
點，短時間內物資車隊就會魚貫尾隨為示威者提供各
種補給；而每日定時定候的供應也保障了示威者無後
顧之憂，可以打一場持久戰。然而，「佔中」秘書處
根本沒有財力應付；反對派政黨從來都是口惠實不
至；至於「佔中」搞得天怒人怨，商舖生計大受影
響，不可能有商家提供支援。然則，還有誰提供大量
的資源予「佔中」行動？在中東、北非、東歐的「顏
色革命」中，廣場上的示威者每日都會得到大量物
資，甚至有警員因此而投入示威者行列。現在「佔
中」的物資同樣源源不絕，究竟錢從何來？怎能不令
人質疑？

卓 偉

「佔中」物資源源不絕以千萬元計 錢從何來？
「佔中」持續了超過一個多星期，雖然各個「佔領區」人數已經大幅減少，但仍然有一班

青年學生繼續佔領。其中一個原因是各「佔領區」的資源充裕，糧草充足，令大班青年學生

可以無後顧之憂長期留守。「佔中」持久戰所費不菲，據稱單以樽裝水計頭三日已經飲用了

150萬枝，成本至少要6百萬元；再加上源源不絕供應的水果、食物、飲品、醫療用品，甚

至娛樂設備，估計花費以千萬元計。然而，「佔中」秘書處不過籌得約7百萬元，大部分更

早已花光，何來資源發動「佔中」持久戰？每日有組織地定時定候運送到各「佔領區」的物

資，究竟錢從何來？又是甚麼人出資及統籌？「佔中三丑」已經失去了控制權，又是誰人在

背後繼續出錢令到整個行動繼續發展下去？這些都不禁令人懷疑有幕後勢力一直在為「佔

中」操盤。

逾千名市民昨日到壹傳媒集團總部大樓外示
威，抗議《蘋果日報》煽動學生參與罷課和「佔
中」行動，以及對反「佔中」市民和警方嚴正執
法的失實報道。事實上，社會已累積對「佔中」
的強大民怨，《蘋果》在其間不僅煽風點火，令
「佔中」遺禍不斷擴大，更抹黑備受壓迫的無辜
市民，在受害者的傷口上灑鹽。面對不義之舉，
市民忍無可忍，迫使民意爆發，齊心向黑心傳媒

說不，為社會公義發聲。
連日來，社會各界紛紛對「佔中」的禍害提出

強烈控訴。運輸業界、飲食界、零售界等商戶叫
苦連天，「佔領區」的生意一落千丈；港九出現
大塞車，上班族抱怨增加了金錢和精神負擔；家
長更擔心「佔中」引發的罷課、停課潮禍及子女
學業，連日來憂心忡忡；不少朋友更因「佔中」
爭議破壞了友誼。「佔中」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

人倫關係，天怒人怨，大批市民上周五自發湧到
旺角，驅趕非法佔領者，一呼百應，合力反擊，
人山人海之勢無可抵擋，為反「佔中」發出了維
護法治安寧、恢復社會運作的正義呼聲。《蘋
果》歌頌這場不公不義的「佔中」，不僅背離主
流民意，報道更指反「佔中」的自發反擊是暴民
所為，完全侮辱了為正義挺身而出的廣大市民，
這豈能不引發民意對黑心傳媒的反彈？
警察日以繼夜在「佔領區」執法，辛勤工作，

贏得了社會掌聲；「佔中」示威者曾多次要求警
察保障他們在非法集會期間的人身安全，警察亦
全力協助。然而，從電視畫面所見，「佔中」暴

徒在9月28日攻擊盡忠職守的警員，全港市民歷
歷在目，示威者又拒絕讓警隊補給食物，要在政
府總部當值的警察捱餓，損害警察尊嚴，違反了
最基本的人道要求。《蘋果》的報道卻煽動警民
仇恨，以黑心字眼誣衊警察勾結黑社會，大字標
題寫上「警黑聯手清場」，社評說「使用暴力的
正是梁振英指使下的警方」，詆譭警方的用字相
當狠毒。警察一直不偏不倚、不問背景，全力保
護每個香港市民，卻遭到如此惡毒的抹黑，市民
終於按捺不住，不得不起來反抗這股「佔中」惡
勢力。《蘋果》繼續助紂為虐的行徑，只會惹來
市民更強烈的抵制。

《蘋果》煽動「佔中」 激發民怨抵制 馬 彥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10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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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違法「佔中」，將熱
情的年輕人視為政治籌
碼，卻害苦了學生。青
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指，
有支持「佔中」的中學
生在校內以「洗樓」方式游說他人加入，拒
絕者被冠以「有負香港」等罪名，有同學無
奈下只有就範，更專程到集會現場拍照「交
差」。有社工則透露，有同學因立場問題被
尖酸刻薄的言語攻擊，需接受輔導。香港家
庭福利會亦特別設立熱線，協助因「佔中」
而引發的家庭衝突或受情緒困擾的市民。

白色恐怖吹校園 陳振彬憂慮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觀塘區議會主席

陳振彬（見圖）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透
露，他近日接獲六七名家長反映，子女受
朋輩影響而去「佔中」，憂慮「白色恐
怖」彌漫校園。有支持「佔中」的學生在
學校以「洗樓」形式，向同學逐一游說，
又聲稱不「佔中」就「有負香港」、「唔
啱KEY。」或者不合潮流等。他續說，有
學生不想被孤立，結果被一小撮人「騎
劫」，本身雖不願參與「佔中」，但也特
地去集會現場自拍，並將照片上載社交網
站「交差」，以證明「去過」，同儕的壓
力令家長感到擔心。他相信很多學校都有
類似情況，值得關注。

撐警遭揶揄 搵社工訴苦
負責輔導中學生的註冊社工曾先生表

示，有中三生和中四生就警方在集會場地
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是否有錯，在社交
網站展開爭論。有學生認為警方是執法及
維持秩序，有學生則反駁指警方過度使用
武力，其間有人寫下尖酸刻薄的言語揶揄
對方，結果有同學因為「不開心」而向老
師和社工傾訴，也反映出同儕間會因為對
事件有不同看法而備受壓力。曾先生又
指，有為人父者聲言，如果大學生的兒子
參與「佔中」便脫離父子關係，兒子以
「唔認我仲好」回應。該社工表示，該家
庭本身關係原先已出現問題，但「佔中」
問題令矛盾加劇。
此外，網友們在討論區熱議「佔中」。網

民「古堡鋒」質疑「佔中」已成為「潮
流」，故近日朋友見面均會問對方有否參與「佔中」，
「有朋友，在『佔中』（場地）不停拍照放 fb（面
書），炫耀一下自己。」又指原先沒有政治立場的朋友
也要去「佔中」場地圍觀，參加這個「歷史盛事」和
「嘉年華活動」，暗批他們根本沒有理會「佔中」的後
果。網民「番鼠bb」在「佔中為左（咗）？」一帖留言
回應指：「佔中為左（咗）潮流。」網民「1094730」則
附和指，「朋輩影響，好明顯有。」指大家只為潮流和
炫耀自己，不理後果。
有見不少家庭及同儕間均因「佔中」而令關係緊
張，輔導機構香港家庭福利會特別設立熱線，協助受
情緒困擾的市民，有關熱線為6175 7010 ，由註冊社
工接聽，以提供適切輔導。服務時間為下午2時至晚上
10時，暫定服務提供至本月13日，有需要會延長服務
日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婷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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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灣仔區各界協
會聯同該區11個婦女團體，昨日到警察總部
向警員致以慰問，包括致送心意卡及食物。
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莊創業表示，支持警方
依法執法，並提到不少母親及受影響市民憂
慮若不盡快復課，學生或無法跟上進度，希
望「佔中」盡快停止。
灣仔區各界協會聯同灣協婦女部、港灣婦

女會、灣仔賢毅社、灣仔社團活動中心婦女
部、薈婧坊、香港行政管理文職人員協會婦
女部、灣仔大佛口販商協會婦女部、大坑坊
眾福利會婦女部、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婦
女部及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等多個
該區婦女團體，昨日前往到警察總部向警員

致以慰問，除了送上粉紅色並且簽滿名的心
形慰問卡外，更送上多箱電解質飲品及為數
不少的西餅，以實質支持為警方「打打
氣」。

盼速停「佔中」讓復課
同行十多名婦女，向警方代表送上鮮花；

警方代表顯得相當感動，一度眼泛淚光，並
以笑容及感謝回應市民的支持。莊創業表
示，支持警方依法執法，是日到場團體的成
員中，不少是母親及受影響市民，憂慮若當
局不盡快復課，學生或無法跟上進度，在學
生的人身安全而言，希望「佔中」盡快停
止。

■灣仔區各界協會聯同該區11個婦女團體，昨日到警察總部向警員
送慰問卡。 文森 攝

慢必威嚇「將戰場帶返議會」
立法會雖然決定如期在周三開大會，
也未必能正常運作。陳志全(慢必)稱，
在大會復會後，他們會全面杯葛特區政
府施政，「要內外夾擊，將戰場帶返議
會。」包括在大會以至各事務委員不斷
點算人數和發言，在財委會就會不斷提
問題、提修訂及臨時動議，務求令「三
堆一爐」等爭議性撥款無法通過，只有
民生相關的才會「放生」。
其他反對派政黨也作出「配合」。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昨日在與傳媒茶
敘時聲稱，在立法會復會後，他們將配
合民情作「全面抗爭」。民主黨另一議
員何俊仁則稱，反對派在復會當日會有
「行動」，目前「不便透露」，但並非
要癱瘓立法會。

23反對派全報財委會兩小組
在復會後，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及小
組委員會估計將於後日互選正副主席，
反對派23名議員突然全數報名加入了
財委會下主導撥款的工務及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是截止前半小時
報名，人數壓倒建制派，將主導該兩個
重要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席位。
梁家傑聲稱，他們是希望「撥亂反
正」，不再出現「不公平、不公道」的
會議，但承認「一定會」呼應及配合在
議會內外的「全民抗爭運動」。

譚耀宗憂刻意拖延會議累民生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反對派過

往只有約10名議員加入有關的小組委
員會，是次舉動一反常態，令人擔心

反對派會刻意拖延會議及反對議案，
影響民生及工程項目。倘反對派事事
採取不合作態度，將不利於社會。

葉國謙批意氣用事不智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議員葉國謙

批評，反對派是在意氣用事的，「我在
立法會這麼久，包括立法局年代，都未
試過一個陣營將全部人加入一、兩個委
員會，單純地因為意氣，不高興就要還
以顏色，這個做法不智。」

馬逢國擔心政府開支癱瘓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表示，反對派在小組委員
會佔多數，擔心主席或副主席一職會
落入反對派手中，並相信這就是反對
派「不合作運動」的開始，使各項撥
款無法提上財委會，癱瘓所有牽涉政
府開支的事項。倘市民體諒，特區政
府可以跳過工務小組，直接將撥款交
到財委會審議。
另外，特首梁振英計劃於下周四出席

立法會答問大會，反對派正商討會否仿
效上次集體離場，或質詢對方處理「佔
中」的手法，還是作出其他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決定如期於明日舉行新一屆會期首次大

會。「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前日稱，他們會在復會後全

面杯葛特區政府施政，包括在大會以至各事務委員會不斷點算人

數和發言，在決定特區政府能否獲得撥款的財務委員會就會不斷

提問題、提修訂及臨時動議，只會「放生」與民生相關的撥款。

其他反對派政黨「配合」有關的行動， 全體23名議員突然全數加

入財委會下的工務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大部分為報名截止前

半小時報名，人數壓倒建制派，將主導委員會的主席席位。

灣仔婦團送卡慰警挺執法灣仔婦團送卡慰警挺執法

■譚耀宗擔心反對派會
刻意拖延會議及反對議
案，影響民生及工程項
目。 資料圖片

■葉國謙批評反對派單純
地因為意氣，不高興就要
還以顏色，這個做法不
智。 資料圖片

■馬逢國擔心反對派在
小組委員會佔多數，主
席或副主席一職會落入
其手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