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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顏色革命」，是指從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玫
瑰革命」，到近一兩年發生在西亞北非國家的多宗政

權更迭事件。上述國家或地區的反對派藉着外國勢力的支
持，利用當地經濟、民生等領域存在的問題，先通過和平
「佔領」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廣場、電視台、議會
和總統大樓等方式，進而發動民眾更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最後迫使當局讓步，從而實現政權移交或政治變革的一種
現象。

格魯吉亞民眾潦倒 前總統被起訴
經歷過「顏色革命」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長期
性的政治動盪、經濟滑坡、通脹高企、民眾生活艱苦之深
淵。率先進行「玫瑰革命」後的格魯吉亞，民眾日子越過
越艱難。近年來，格魯吉亞市場經濟體系面臨諸多困難：
國內動盪、武力衝突、能源交通封鎖、高犯罪率、舊市場
喪失、新市場未充分發展，一系列問題嚴重阻礙格魯吉亞
的經濟發展，2013年失業率達15.1%，其實際失業率可能
更達20%，尤其是青年人（15歲至19歲）失業率攀升，貧
富差距較大，基尼系數0.41，處於較高水平。2013年，約
佔總人口40%的民眾（約170萬人）貧困潦倒，需要申請社
會援助。
十年風水輪迴，格魯吉亞前總統薩卡什維利2004年憑借
「顏色革命」上台，並連任總統9年之久，是美歐在前蘇聯
國家推動「民主化」的旗幟人物。如今，他却被格魯吉亞
最高檢察院正式起訴，指控他在鎮壓2007年11月民眾示威
活動、關閉批評政府的電視台及處理他人財產等過程中，
有「越權」等犯罪行為。

烏克蘭內亂經濟滑坡 總統涉貪
烏克蘭曾經是前蘇聯時代最富裕的共和國，「顏色革
命」前也是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但2004年「橙色革
命」之後不足一年，總理季莫申科就黯然下台，經濟增長
更由之前的12.1%大幅度下跌到3.8%。靠「革命」上台的
總統尤先科更捲入貪污醜聞，其大兒子也是生活上揮霍無
度，備受批評。
近年來，烏克蘭政府雖然採取了許多措施，但也無法挽
救經濟，通貨膨脹率連續幾年達到13%。「顏色革命」受
益者並沒有治理好國家的經濟，民眾的希望幻滅，社會的
革命熱情正在消逝。烏克蘭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不
僅遠遠落後於之前排名第三的哈薩克斯坦，更與自己的東
歐鄰國形成了天壤之別。而內部危機還在不斷積累，終於
從2013年底至今，烏克蘭更爆發了更大的危機，導致了克

里米亞的獨立和國家持續不斷的嚴重內亂。

吉爾吉斯斯坦走資 50%企業停產
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發生「鬱金香」革命以後，該國的
農業生產總值下降了4.2%，工業的滑坡更大，其生產總值
下降了12.1%。2006年初春，吉爾吉斯斯坦有240個企業停
業，停業率達到了50%。特別是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
了大規模的搶掠等風波，均導致資本大量外流（2005年吉
爾吉斯斯坦資本外流達7,700萬美元）及國內投資環境進一
步惡化，只要有人煽動，對社會不滿的人就會起來趁火打
劫。

突尼斯動亂 政經不穩陷深淵
2010年底至 2011年初，北非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

命」，一名26歲的街頭小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對待後自
焚抗議，引起大規模的街頭示威抗議，並造成多人傷亡。
最終，總統本．阿里不得不逃亡到沙特。但突尼斯並沒因
此而走向繁榮，事隔3年，突尼斯至今依然身處於經濟、政
治、國防都不穩定的情況。經濟甚至跌到谷底，而反政府
示威動亂不歇，導致能源和食品價格飆升、政府債務增加
及舉債成本上升，國家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的深淵。

埃及經濟崩潰 軍頭再執政
近年來埃及由於經濟、就業存在一些問題，反對派打着
「改善經濟」的口號，在2011年發動了「尼羅河革命」，
把總統穆巴拉克趕下台並獲得執政權，民眾也以為生活從
此可以改善。然而事與願違，一年後埃及的經濟、民生數
據竟比「革命」前還要差：經濟增長由「革命」前的
5.1%，跌至2012年的2.2%。埃及證券交易所基準股指
EGX30指數自穆巴拉克政權倒台後已經下跌了45%，近四
分之一的勞動力失業，大約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
美元，失業率上升到13%，年輕人失業率超過60%，通脹
率接近10%，經濟一度陷入崩潰邊緣。本幣較去年貶值
10%；剛剛結束的財年頭11個月，財政赤字佔GDP總量的
11.8%，比前一財年同期飈升50%。在一片混亂的情況下，
埃及軍方在2013年7月發動政變，把執政無能的總統穆爾
西又趕下台，實行了軍人統治。今年原軍方領導人塞西當
選新總統，外界評論：埃及又回到了過去的時代。
從上述國家的情況，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外部勢力介

入下所發動的「顏色革命」，結局往往都是與參與運動的
該國民眾的初衷相反，不僅導致了該國政治動盪，而且給
民眾生活帶來了困苦甚至是災難。

儘管儘管「「佔中佔中」」搞手多方否認搞手多方否認，，但從本報採訪到的種種證據顯示但從本報採訪到的種種證據顯示：：這場所謂這場所謂「「和平和平、、非暴力非暴力」」的的

「「佔中佔中」」運動是由西方勢力幕後策動運動是由西方勢力幕後策動，，香港激進反對派發起香港激進反對派發起，，針對香港乃至整個中國的針對香港乃至整個中國的「「顏色革顏色革

命命」」翻版翻版。。縱觀世界發生縱觀世界發生「「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的國家的國家，，其民眾原本以為推翻過去的領導人之後其民眾原本以為推翻過去的領導人之後，，經濟就會經濟就會

騰飛騰飛，，生活就能改善生活就能改善。。但多年過去了但多年過去了，，事與願違事與願違，，上述國家幾乎都出現了經濟滑坡上述國家幾乎都出現了經濟滑坡，，通脹高企和民通脹高企和民

眾生活艱苦的情況眾生活艱苦的情況。。而且諷刺的是而且諷刺的是，，有些靠有些靠「「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上台的政客上台的政客，，之後都因政治或經濟的問題之後都因政治或經濟的問題

而被起訴而被起訴。。因此因此，，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呼籲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呼籲：：香港要千萬警惕香港要千萬警惕，，不要被拖入不要被拖入「「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的深淵的深淵！！

■■記者記者 鍾志民鍾志民

烏克蘭烏克蘭突尼斯突尼斯埃及等國災難埃及等國災難 前車之鑒觸目驚心前車之鑒觸目驚心

香港須警惕香港須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鍾志民鍾志民））據本報採訪收據本報採訪收
集的資料顯示集的資料顯示：：由香港少數激進反對派策動發起由香港少數激進反對派策動發起
的的「「佔中佔中」」行動行動，，與世界各地的與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有有
驚人相似之處驚人相似之處，，其特徵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其特徵可以說是一模一樣，，是在是在
香港的香港的「「翻版翻版」。」。

美美NEDNED及及NDINDI幕後支幕後支援援「「佔中佔中」」
首先首先，「，「顏色革命顏色革命」」都有幕後推手都有幕後推手。。格魯吉亞格魯吉亞

「「玫瑰革命玫瑰革命」」的背後是以美國資本為主體的索羅的背後是以美國資本為主體的索羅
斯基金斯基金，，而美英勢力也是在香港而美英勢力也是在香港「「佔中佔中」」扮演了扮演了
相當重要的角色相當重要的角色，，據外國地緣政治智庫據外國地緣政治智庫LandLand
DestroyerDestroyer研究員兼作家研究員兼作家Tony CartalucciTony Cartalucci文章透文章透
露露，，美國一直利用其美國一直利用其「「國家民主基金會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NED））及其附屬的及其附屬的「「國際民主研究院國際民主研究院」」
（（NDINDI））等財政等財政、、政治和媒體網絡政治和媒體網絡，，在幕後支援在幕後支援
「「佔中佔中」，」，目的是目的是「「要離間香港和北京要離間香港和北京（（中中
央央），），並以香港作為破壞中國穩定的跳板並以香港作為破壞中國穩定的跳板。」。」

「「佔中佔中」」劇本早在華盛頓寫好劇本早在華盛頓寫好
此次此次「「佔中佔中」」早在一年多前早在一年多前，，在西方勢力的策在西方勢力的策

動下動下，，與英美勢力關係密切的與英美勢力關係密切的「「佔中三丑佔中三丑」」等人等人
就開始醞釀就開始醞釀，，與美英關係密切與美英關係密切「「亂港四人幫亂港四人幫」」民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四出串連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四出串連。。
據據Tony CartalucciTony Cartalucci文章透露文章透露，，李柱銘和陳方安李柱銘和陳方安
生生，，早在今年早在今年44月訪美時月訪美時，，已在華盛頓與已在華盛頓與NEDNED及及
NDINDI開會開會，，由由NEDNED地區副主席格雷夫地區副主席格雷夫（（LouisaLouisa
GreveGreve））親自主持親自主持，，闡述闡述「「佔中佔中」」行動的計劃行動的計劃、、
參與人物及訴求等參與人物及訴求等。。Tony CartalucciTony Cartalucci形容形容，，這場這場
行動在示威者真正上街參與前幾個月行動在示威者真正上街參與前幾個月，，已在美國已在美國
的干預下計劃好的干預下計劃好。。另外另外，，黎智英不僅給予資金支黎智英不僅給予資金支
持持「「佔中佔中」，」，還親身跑到台灣還親身跑到台灣，，向曾發動過大規向曾發動過大規
模街頭運動的模街頭運動的「「台獨台獨」」人士人士「「取經取經」。」。
「「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一般都由美英等勢力作為背景一般都由美英等勢力作為背景，，

有發動街頭運動有發動街頭運動、、逼迫領導人下台逼迫領導人下台、、奪取政權的奪取政權的
「「三部曲三部曲」」特徵特徵。「。「佔中佔中」」組織策劃者組織策劃者，，在美英在美英
勢力的勢力的「「教導教導」」下下，，從組織策劃從組織策劃，，到實際推行到實際推行，，
幾乎每一個行動都是參照過往的幾乎每一個行動都是參照過往的「「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來來
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具有以下的特點具有以下的特點：：

按美英授意按美英授意 灌輸違法理念灌輸違法理念
（（11））用社會熱點話題來進行炒作用社會熱點話題來進行炒作，，繼而進行繼而進行
煽動煽動，，以此打下各方面的基礎以此打下各方面的基礎。「。「佔中佔中」」發起發起
人利用香港社會普遍關心的政改問題人利用香港社會普遍關心的政改問題，，按照美按照美
英的授意英的授意，，提出了所謂符合提出了所謂符合「「國際標準國際標準」」的的
「「真普選真普選」」條件條件，，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和全國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公民提名公民提名」，」，企圖要企圖要
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讓步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讓步。。在長達一年多的準在長達一年多的準
備策劃階段備策劃階段，，他們廣泛向社會宣傳並灌輸其違他們廣泛向社會宣傳並灌輸其違
法理念法理念，，組織培訓骨幹組織培訓骨幹，，制定周密行動方案制定周密行動方案，，
進行籌款和物資準備等等進行籌款和物資準備等等。。

照抄黃絲帶照抄黃絲帶 用用FirechatFirechat指揮示威者指揮示威者
連細節都學到十足連細節都學到十足，，例如今次行動的標誌例如今次行動的標誌——

黃絲帶黃絲帶，，也是從過去的好幾次的也是從過去的好幾次的「「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中中
抄來的抄來的。。還有為示威者提供還有為示威者提供「「手機充電服務手機充電服務」，」，

尤其是使用手機通訊軟體尤其是使用手機通訊軟體FireChatFireChat保持聯繫保持聯繫，，也也
是組織者學過來的是組織者學過來的。。據稱這個軟件是由美國中情據稱這個軟件是由美國中情
局局「「研製研製」，」，台灣台灣「「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首先試用成功首先試用成功
後後，，移植來香港的移植來香港的。。它應用藍牙和它應用藍牙和WiFiWiFi等等「「點對點對
點點」（」（peer-to-peer, Ppeer-to-peer, P22PP））技術技術，，可使群組在無可使群組在無
通訊網路狀態下進行圖文互傳通訊網路狀態下進行圖文互傳。。根據根據FireChatFireChat的的
資訊資訊，，香港用戶於香港用戶於99月月2727日湧現日湧現，，2828日暴增日暴增，，廿廿
四小時內共計約十萬人下載該軟體四小時內共計約十萬人下載該軟體，，顯然成為了顯然成為了
組織者指揮龐大人群的有力工具組織者指揮龐大人群的有力工具。。
（（22））利用富有理想和熱情的青年學生打頭利用富有理想和熱情的青年學生打頭

陣陣，，以發起罷課為先導以發起罷課為先導，，在罷課集會上煽動衝擊在罷課集會上煽動衝擊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挑起學生情緒進而宣布提前啟動違法挑起學生情緒進而宣布提前啟動違法
「「佔中佔中」。」。

組大規模街頭抗組大規模街頭抗爭爭 搞搞「「遍地開花遍地開花」」
（（33））組織大規模的街頭抗爭組織大規模的街頭抗爭，，佔據道路佔據道路，，堵堵

塞交通塞交通，，全面擴大事態全面擴大事態，「，「佔領佔領」」地區由中環擴地區由中環擴
散至銅鑼灣散至銅鑼灣、、旺角等中心地區旺角等中心地區，，交通交通、、商業及市商業及市
民正常的生活民正常的生活、、工作工作、、上學都大受影響上學都大受影響，，股市大股市大
幅下滑幅下滑。。他們的目的就是肆意搞亂社會他們的目的就是肆意搞亂社會，，並把廣並把廣
大市民拉下水大市民拉下水，，搞搞「「遍地開花遍地開花」。」。
（（44））以推翻當權者為目標以推翻當權者為目標。。佔中組織者採取佔中組織者採取

各種手段各種手段，，迫使特區政府和警方採取強硬行動迫使特區政府和警方採取強硬行動，，
企圖以企圖以「「悲情悲情」」獲取國際社會同情及支援獲取國際社會同情及支援，，以此以此
要挾中央要挾中央，，趁亂脅迫特首梁振英辭職趁亂脅迫特首梁振英辭職，，企圖把特企圖把特
區政府主要負責人拉下台區政府主要負責人拉下台，，篡奪特區管治權篡奪特區管治權，，最最
終實現其終實現其「「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的既定目標的既定目標。。

外媒以外媒以「「雨傘革命雨傘革命」」為為「「佔中佔中」」定性定性
（（55）「）「佔中佔中」」行動一時也成為了國際焦點行動一時也成為了國際焦點，，

有些西方傳媒更是將其稱為有些西方傳媒更是將其稱為「「雨傘革命雨傘革命」」為其定為其定
性性。。英國英國《《獨立報獨立報》》以以「「雨傘革命雨傘革命」」為題為題，，報道報道
香港香港「「佔中佔中」。」。法新社報道法新社報道：：在在「「雨傘革命雨傘革命」」
中中，，示威者以雨傘和決心示威者以雨傘和決心，，癱瘓香港市中心以爭癱瘓香港市中心以爭
取取「「民主民主」，」，雨傘迅速成為他們的標記雨傘迅速成為他們的標記。。最新一最新一
期美國期美國《《時代時代》》雜誌封面是抗爭者舉起雨傘的照雜誌封面是抗爭者舉起雨傘的照
片片，，直接加上直接加上「「The Umbrella RevolutionThe Umbrella Revolution」（」（雨雨
傘革命傘革命））的標題的標題。。

美美「「情報員情報員」」指點指點 推動青年扮先鋒推動青年扮先鋒
從整個從整個「「佔中佔中」」過程看過程看，，他們組織嚴密他們組織嚴密，，分工分工

清晰清晰，，後勤保障充分後勤保障充分，，顯示除了前台表演的顯示除了前台表演的「「佔佔
中中」」發起人及學聯骨幹外發起人及學聯骨幹外，，背後定有背後定有「「高人高人」」指指
點點。。
根據署名為根據署名為「「民主真兄弟民主真兄弟」」的人士披露的人士披露，，公民公民

黨黨「「英語小組英語小組」」在今年在今年99月月55日舉行會議日舉行會議，，一位一位
具有美國具有美國「「情報單位情報單位」」背景的人士背景的人士Dan GarretDan Garret聲聲
稱稱，，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社會力量
爭取民主訴求運動爭取民主訴求運動，，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
演先鋒角色演先鋒角色。。他又指他又指，，目前各方勢力與中國政府目前各方勢力與中國政府
的抗爭都到了臨界點的抗爭都到了臨界點，，很容易就會爆發高潮很容易就會爆發高潮。。他他
更在會上更在會上「「保證保證」，」， 「「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
包括赴外國留學包括赴外國留學、、定居定居。」。」
在在99月月2626日日、、2727日日、、2828日日，，GarrettGarrett都在政府都在政府

總部附近流連徘徊總部附近流連徘徊，，密切注意着現場的形勢密切注意着現場的形勢。。他他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顯然是路人皆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顯然是路人皆知。。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鍾志民鍾志民、、鄭治祖鄭治祖））多位人士多位人士
近日均指出近日均指出「「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對香港帶來的危害極大對香港帶來的危害極大，，
呼呼籲籲廣大市民認清廣大市民認清「「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對社會民生的影對社會民生的影
響響，，共同來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共同來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

梁愛詩：威脅中央 不得民心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指指

出出，，以以「「佔中佔中」」等激烈手段威脅中央只會引起反效等激烈手段威脅中央只會引起反效
果果，，不得民心不得民心，，損害香港社會安寧及經濟損害香港社會安寧及經濟，，經常罷工經常罷工
罷課及遊行示威會令投資者和旅客流失罷課及遊行示威會令投資者和旅客流失，，令香港評級令香港評級
降低降低，，撕裂社會甚至引起移民潮撕裂社會甚至引起移民潮。。她並指出她並指出，，搞搞「「顏顏
色革命色革命」」的國家的國家，，後果都是給民眾帶來戰爭及災難後果都是給民眾帶來戰爭及災難。。

譚耀宗：「雨傘革命」圖推翻政權？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表示，，西方傳媒稱之為西方傳媒稱之為「「雨傘雨傘

革命革命」，」，意味企圖推翻政權意味企圖推翻政權，，他指出他指出：「：「革命革命」」已已
不是不是「「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所謂所謂「「革命革命」」的最後結果的最後結果，，就就
是要推翻現有政權是要推翻現有政權。。他質疑他質疑「「佔中佔中」」要推翻的要推翻的，，究究
竟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現政府竟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現政府？？他表示他表示，「，「佔領佔領」」
行動引發對社會衝擊的影響甚大行動引發對社會衝擊的影響甚大，，擔心長期下去或擔心長期下去或
會引起更大的矛盾衝突會引起更大的矛盾衝突。。

陳勇：外力愈干預 港人愈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指

出出，「，「佔中佔中」」仿傚各地的所謂仿傚各地的所謂「「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其最其最
終目的都是推翻現政權終目的都是推翻現政權，，要當權者下台要當權者下台，，但香港的但香港的
反對派卻以反對派卻以「「改革者改革者」」自居自居，，不敢承認在搞不敢承認在搞「「革革
命命」，」，呼呼籲籲市民認清他們的真面目市民認清他們的真面目。。他表示他表示，，外國外國

力量在世界不同地方造成力量在世界不同地方造成「「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令當地局令當地局
勢混亂勢混亂。。若外國勢力進一步干預香港的事務若外國勢力進一步干預香港的事務，，香港香港
的局勢只會更混亂的局勢只會更混亂，，人民生活更困苦人民生活更困苦，，呼呼籲籲港人要港人要
認清事實認清事實，，決不可讓外國勢力干涉本港事務決不可讓外國勢力干涉本港事務。。

簡松年：旨在打擊港府管治威信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表示表示，，國家領導人已多次指國家領導人已多次指

出出，，普選是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之爭普選是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之爭，，反對派借助外反對派借助外
國勢力國勢力「「支援支援」」違法違法「「佔中佔中」，」，實際上是希望在香實際上是希望在香
港搞港搞「「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旨在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旨在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
信信，，甚至是推翻政權甚至是推翻政權，，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

海外華人籲全球制止極端暴行
海外華文傳媒協會日前發表海外華文傳媒協會日前發表142142家媒體的聯署聲家媒體的聯署聲

明明，，強調香港回歸強調香港回歸1717年來年來，，中央政府信守承諾中央政府信守承諾，，嚴嚴
格執行格執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方針方針，，反觀反觀，，激進運動愈演愈激進運動愈演愈
烈烈，，質疑反對派真正企圖就是推行質疑反對派真正企圖就是推行「「港版顏色革港版顏色革
命命」，」，通過搞亂香港亂中奪權通過搞亂香港亂中奪權。。海外華人目睹當前海外華人目睹當前
香港的局勢香港的局勢，，不能沉默以對不能沉默以對，，呼呼籲籲全球海外華人制全球海外華人制
止極端分子暴行止極端分子暴行。。

學者：港須嚴防爆發「顏色革命」
法國中國問題專家法國中國問題專家、、巴黎第八大學地緣政治學博巴黎第八大學地緣政治學博

士皮埃爾士皮埃爾．．皮卡爾皮卡爾1010月月11日接受新華社記者訪問時日接受新華社記者訪問時
表示表示，，香港絕不能容許爆發香港絕不能容許爆發「「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一些人一些人
想採用非法暴力踐踏法制想採用非法暴力踐踏法制，，擾亂社會秩序擾亂社會秩序，，破壞香破壞香
港經濟港經濟，，玷污香港國際聲譽玷污香港國際聲譽，，對這些舉動不能不高對這些舉動不能不高
度警惕度警惕，，嚴加防範嚴加防範。。

各界各界：：要認要認清清「「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危害危害

世界各地「顏色革命」三部曲及後果
時間

2003年
11月

2004
年底

2010
年底

2011年
2月

國家/地區

格魯吉亞
「玫瑰革命」

烏克蘭
「橙色革命」

突尼斯
「茉莉花革命」

埃及
「尼羅河革命」

(1) 以學生打頭陣發動街頭抗爭

數萬大學生和群眾上街抗議

反對派借口選舉不公，發動學生和民眾上
街，全國爆發了一系列由反對派組織的抗
議、靜坐、大罷工等事件。

發動持續抗議活動，並演變為持續騷亂

一名小販公開自焚抗議

(2) 擴大事態逼領導人下台

謝瓦爾德納澤總統黯然退場

反對派尤先科在總統重選中獲勝

要求總統下台

埃及青年走向街頭抗議

(3) 反對派奪權

反對派上台執政

反對派上台執政

總統本．阿里被迫
逃亡沙特避難

穆巴拉克被迫下台

後果

出現國內動盪、武力衝突、能源交通封鎖、高犯罪率。2013年失業率達15.1%。

一年後經濟增長由12.1%降至3.8%。靠「革命」上台的總統尤先科捲入貪污醜聞，其大兒子生
活揮霍無度，備受批評。從2013年底至今，烏克蘭更爆發了更大的危機，導致了國家分裂和持
續不斷的嚴重內亂。

經濟甚至跌到谷底，而反政府示威動亂不止，國家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的深淵。

經濟增長由事變前的5.1%，跌至最近的1%左右。股票交易所指數下跌了45%，50%的人每天
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上升到13%，年輕人失業率超過60%。

在這些靠「顏色革命」上台的政客之中，不少人很快就變
得專制擅權，甚至貪污腐化，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就是典型
的例子。他上台不久就被指控將「橙色革命」紀念品的知識
產權，轉讓給兒子安德烈‧尤先科。

兒子安德烈奢華成「暴發戶」
據報道，當年只有19歲的安德烈獲得父親「轉讓」後，通

過出售相關紀念物賺了1億美元，還過着奢華的生活。據《烏
克蘭真理報》報道，安德烈開的是價值約16萬美元的高級寶
馬車；他平日經常出入高級酒店，付賬時動輒數百美元；他
使用的手機也是白金製成，活脫脫一個「暴發戶」的形象。

無獨有偶，和尤先科搭檔的前總理季莫申
科，後來也被指控在俄烏2009年簽署供氣合同
時越權及在擔任總理時貪污，並涉嫌捲入一樁
兇殺案。

靠「橙色革命」上台
尤先科涉貪污腐化

﹁﹁佔佔
中中﹂﹂
為為﹁﹁顏
色
革

顏
色
革
命命﹂﹂
翻
版
翻
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志民）據悉，美國在港勢力近
年積極在港培養「顏色革命」的代理人，企圖把「顏色
革命」搬到香港。有美國政府背景的「國家民主基金
會」（NED）及其附屬的「國際民主研究院」
（NDI），長期滲入香港的一些大學，進行所謂「民主研
究」，其實是為輸出「顏色革命」服務。

「佔中」抄足「顏色革命」三招
署名「民主真兄弟」的人士早前就公開9月初公民黨

英語組的一份會議紀錄，揭露美方人員與香港學生代表
開會商討罷課行動，並指美方會「保護」參與「抗爭」
的「學生領袖」，安排其赴外留學及定居。

據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向某個國家或地區發動「顏
色革命」前，通常會有幾種手法，一是針對目標地的
反對派政黨領袖人物，由美國駐當地機構的高級負責
人親自出面，經常進行拜訪，或邀請參加招待會、宴
會，通過長期接觸，選擇和培養美國的「代理人」，
在條件成熟時推他們出來競選或發動政變，把他們扶
植上台；二是培養親美骨幹分子，針對有關國家或地
區，美國每年都組織數以萬計的短期訪問交流項目，
邀請對象多為反對派中的骨幹；三是金錢支持，美國
政府每年用在「推動全球民主」方面的總支出高達10
億美元（約78億港元）。而這幾種手法，在「佔中」
過程中都有出現。

美扶植港「代理人」搞「顏色革命」

「「佔中佔中」」行動一時成為了國際焦

行動一時成為了國際焦

點點，，有些西方傳媒更將其稱為

有些西方傳媒更將其稱為「「雨傘雨傘

革命革命」」為其定性為其定性。。最新一期美國
最新一期美國《《時時

代代》》雜誌封面是抗爭者舉起雨傘的照

雜誌封面是抗爭者舉起雨傘的照

片片，，直接加上直接加上「「The Umbrella Rev
The Umbrella Rev--

olutionolution
」（」（雨傘革命雨傘革命））作標題作標題。。而而

《《壹週刊壹週刊》》封面亦以封面亦以「「雨傘革命雨傘革命」」為為

題題、《、《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更是從更是從99月月3030日開日開

始至今始至今，，一直以一直以「「雨傘革命雨傘革命」」作版作版

頭頭，，顯示他們一直把非法
顯示他們一直把非法「「佔中佔中」」行行

動當成一場
動當成一場「「革命革命」。」。

外媒以外媒以「「雨傘革命雨傘革命」」

為為「「佔中佔中」」定性定性

設計圖片

■■戴耀廷戴耀廷

■■陳健民陳健民

■■朱耀明朱耀明

■■李柱銘李柱銘

■■陳日君陳日君

■■黎智英黎智英

■旺角彌敦道受「佔中」影響嚴重，於國慶日黃
金周首天，周生生店內顧客稀少。 資料圖片

■示威者聚集在旺角並豎起「雨傘」標誌，但
「佔中」已拖累彌敦道兩旁的店舖生意，有部分
更要被迫關門。 資料圖片

■突尼斯示威者上街燒車。 資料圖片

■突尼斯居民搶掠被毀的商店。 資料圖片

■烏克蘭市民在排隊領取物資。 資料圖片

■烏克蘭於2004年爆發「顏色革命」。 資料圖片

■突尼斯大批民眾上街示威，終於把本．阿里趕
下台。 資料圖片

被拖入被拖入「「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深淵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