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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行動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星期。這場被西方
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街頭違法行動，隨著事態的
發展，隨著越來越多證據的揭發，也令外界越發看清
楚其「顏色革命」的本質。

「佔中」與「顏色革命」如出一轍
「顏色革命」可追溯至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

「天鵝絨革命」、2000年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被
反對派趕下台並被捕入獄事件。現在一般講「顏色革
命」，通常指的是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玫瑰革命」
以來，在中亞地區接連發生的多起政權更迭事件。近
一兩年發生在西亞北非國家的「阿拉伯之春」，本質
上也是一種「顏色革命」。這些「顏色革命」的個案
包括：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
蘭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
革命」、2007年緬甸最終失敗的「袈裟革命」、2009
年摩爾多瓦和伊朗先後發生的所謂「推特革命」、

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發的「阿拉
伯之春」，直至今年烏克蘭的「二次顏色革命」等。
在中東、北非、東歐搞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的「顏
色革命」，其魔爪終於伸到香港，這便是今日的「雨
傘革命」。

外國勢力在各國策動此起彼落的「顏色革命」，目
的只有一個：推翻當權者或顛覆現政權為目標，繼而
在當地扶植一個親西方的政權，以達到其全球戰略目
的。所謂爭取民主、捍衛人權，不過是用來美化「顏
色革命」的外衣而已。而「佔中」引發的「雨傘革
命」也如出一轍。「佔中」搞手所提出的訴求，最重
要就是三條，一是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二是要求人
大常委會撤回政改的決定；三是爭取「公民提名」。
這三條完全暴露了「佔中」的底牌：「倒梁」、否定
人大決定，讓外國勢力的代理人藉「公民提名」「出
閘」並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實現扶植親美政權、架空
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的目的。

一次有組織有部署有預謀的行動
「顏色革命」從來不是心血來潮就發動的一場行

動。雖然觸發點往往是一些社會的熱點問題，例如貧
富懸殊、民生困頓、經濟不景以至政制發展等，但實
際上外國勢力早已進行長時間的部署和籌備。本港的
「佔中」也是一場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
不但行動計劃早已擬定，甚至是台前幕後的角色也早
已安排妥當。美國政治智庫「LandDestroyer」的研究
員Tony Cartalucci日前發表了題為「整個『佔中』行動
在華盛頓寫劇本」的文章指出，李柱銘和陳方安生在
今年4月訪美時，已經與美國國務院轄下的美國國家民
主基金會（NED）開會，闡述「佔中」行動的計劃、
參與人物及訴求等。可以說，「佔中」行動未開始，
劇本已在美國寫好。市民必須了解的是，NED的背景
並不簡單，美國著名政治家 William Engdal指出NED
是「中情局分店」。即是說在今年4月，反對派已經向
中情局「匯報」了整個「佔中」計劃。

近日網上揭密文件也再次證實，反對派金主黎智英，
不但一直為「佔中」出謀獻策，更向「佔中」提供了大
筆資金。黎智英與美國的關係眾所周知，為了落實這場
「港版顏色革命」，他多次與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
「請教」煽動青年學生參加抗爭的策略。黎智英更指出
「台灣的學生接受過軍訓，所以，很有戰鬥力」，「香
港如果要搞『佔領』行動，學生一定要流血，學生不流
血，『佔中』就不會成功」。這說明，整個「佔中」行
動都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顏色革命」行動，策劃者、煽
動者、組織者、培訓者、資助者、追隨者、衝擊者，全
部都有了明確的分工。如果說這樣的行動，背後沒有一
隻強大的黑手，有可能嗎？

「佔中」後果遠超「太陽花運動」「佔領華爾街」
「佔中」這場「港版顏色革命」已經對本港帶來沉

重的傷害，以規模及
影響而論，更已超過
了美國的「佔領華爾
街」行動以及去年台
灣 的 「 太 陽 花 革
命」。2011年9月17
日爆發的「佔領華爾
街」行動，共持續了
兩個月，但所謂「佔領華爾街」不過是一班對美國政
府不滿的人，在紐約中心公園搭起帳篷自娛自樂，既
對市民沒有造成多大的滋擾，也沒有衝擊美國的經濟
命脈。至於台灣的「太陽花革命」主要是佔領「立法
院」和短暫佔領「行政院」，在24日的行動雖然令
「立法機構」陷入停頓，但對社會的經濟民生影響有
限。但現時「佔中」長期「佔領」了三個鬧市旺區，
癱瘓了交通要道，妨礙政府總部員工上班，對於經濟
民生的損害遠超前兩者。

青年學生成火中取栗棋子
「顏色革命」是骯髒的政治操作，幕後搞手為了實

現顛覆政權的目的，陰險和毒辣招數盡出，將大批入
世未深的青年學生當作違法抗爭的爛頭卒。為此，外
國勢力早已在香港學界進行了廣泛的滲透和部署，當
中包括：1、中情局人員以美國駐港機構各種各樣的身
份，直接進入校園，舉辦工作坊，吸引大學生參加；
2、透過大學內一些講師教授推薦，吸納激進學生，培
植「學運骨幹」、「政壇新星」；3、成立及培植「學
民思潮」等激進學生組織，為學生領袖提供各種培
訓，在關鍵時候發揮重要的作用。在這次「佔中」行
動中，由學聯和「學民思潮」領頭，並且煽動大批青
年學生參與，在社會上造成轟動效應。參與「佔中」
的青年學生，應了解「佔中」的本質，不要成為外國
勢力火中取栗的棋子。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佔中」就是「港版顏色革命」這個帽子摘不掉
被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佔中」行動，不論從本質上、策略上、目標上，都是一

次名副其實的「港版顏色革命」。與所有的「顏色革命」一樣，「佔中」是有部署、有計

劃、有組織的大規模違法行動，目的就是通過「倒梁」、否定人大常委會決定，讓外國勢力

的代理人藉「公民提名」「出閘」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建立親美政權，架空中國對香港的主

權。現時「佔中」所造成的禍害，已遠超台灣「太陽花革命」以至「佔領華爾街」行動。誠

然，大多數參與「佔中」的學生是單純的，都不一定支持「顏色革命」。但決定「佔中」是

否「顏色革命」，關鍵不在於一些參與的學生，而在於這場行動的領導者和主導者。事實清

楚說明，「佔中」台前幕後的搞手就是搞一場「顏色革命」。「佔中」的搞手一開始對「雨

傘革命」興高采烈，後來發現民意發生逆轉，發現越來越不利，香港民意怕革命，於是想把

「雨傘革命」的帽子摘掉。然而，事實是抹不掉的，「佔中」是「港版顏色革命」的帽子也

是摘不掉的。

近日「佔中」爆發了連場暗戰，反
對派以至「佔中」行動的幕後金主黎
智英，以及「政治樞機」陳日君相繼
公開批評學聯的冒進路線，認為不應
長期癱瘓主幹道，以免令民氣一鋪清
袋；陳日君更直斥學聯騎劫了「佔
中」行動。另一方面，反對派政黨也

走出台前，結成聯盟意圖重新掌控「佔中」，「三
丑」也再次浮出水面。這一連串的行動，顯然都是為
了制約學聯，奪回「佔中」主導權。
另一方面，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悄悄調整了策略，

華府由「佔中」伊始表示支持示威行動，到近日借西
方傳媒之口表示奧巴馬不會因為「佔中」而損害與中
國的關係。日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哈夫更表示，美方
「強烈否認我們有操控香港任何人士、團體或政黨的
活動」，目前在香港發生的，是香港人自發的云云。
為甚麼一直表示絕對信任學生的反對派政黨要突然出
來重新主導行動？為甚麼在「佔中」逐步失控的情況
下，美國要急急出來切割？箇中原因，是有人不聽指
示，打亂了整個「佔中」劇本，如果坐視不理，隨時
會導致失控的結局，於是幕後導演終於要出來叫停。
這場「佔中」劇本的大綱，其實早已擬定。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今年4月
訪美時就和美國國務院轄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及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開會，出席
人士更包括基金會負責人格雷夫。李柱銘在會上除了
詳細向美方講述「佔中」計劃，還強調香港的角色是
要將西方的法律及利益等傳入內地。他們還稱，因北
京很在乎外國如何看其管治方式，故可利用這點來迫
使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務上讓步。而「佔中」幕前主角
戴耀廷本身就是NED、NDI長期培養的「顏色革命」
骨幹，受命發動這一場「港版顏色革命」，最終目標
就是要迫使中央在特首普選上讓步，繼而再利用香港
作為在內地策動「顏色革命」的跳板。
「佔中」劇本寫好了，但過程卻逐漸走樣，一是
「佔中」的民意支持長期走低，根本發揮不了預期的

威力；二是「港版顏色革命」計劃內的一班學生搞手
包括學聯、「學民思潮」，其冒進路線令「佔中」迅
即失控，由「佔中」變成「佔金」、「佔銅」、「佔
旺」，引發巨大民怨，學聯更打算進行長期佔領，對
於反對派以及黎智英「見好就收」的提示不屑一顧。
「佔中」打的是民意戰，長期擾民，將示威者的「快
樂」建築在市民痛苦之上，發展下去，「佔中」勢將
遭到民意反制，不但行動失敗，市民的怒火更會燒向
反對派，美國「港版顏色革命」也會輸過清光，更遑
論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
因此，美國以及反對派都想盡早約束學聯，先由美

國表態切割，向學聯示警；再由反對派各政黨設立聯
盟，名為向學聯提意見，實為以多數壓制少數，重新
控制「佔中」路線，就是為了盡早收場減輕反彈。

學聯冒進打亂了美國「港版顏色革命」部署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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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見
圖）昨日撰寫網
誌，呼籲「佔中」
學生離開街道，讓
社會及市民回到正
常生活。他憂慮事
件若繼續拖延，社
會矛盾將會加劇，
包括進一步兩極

化，令香港建立多年的「城牆」抵擋不住。曾
俊華強調，以「先破壞、後建設」的方式追求
民主，只會得不償失，希望市民可放下個人立
場，共同化解困局。
曾俊華剛完成6天美國訪問行程，昨日隨即在
網誌上發文，憶述美國之行的所見所聞。曾俊華
指出，今次行程主要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年會，其間會見多名美
國政府高層與商界領袖，包括美國聯儲局主席耶
倫、司法部長霍爾德及前紐約市長米高彭博等。

美政商界看到「一國兩制」落實
曾俊華續指，多位「美國朋友」對本港經濟前
景及營商環境很感興趣，尤其羨慕本港的低失業
率及有盈餘的財政狀況。同時，由於「佔中」集
會情況已轉播至全球，示威由激烈衝突至恢復平
靜只需數小時，當中沒有人嚴重受傷，甚至沒有
縱火及破壞，「美國朋友」認為難以想像。
曾俊華又指，有關情況反映本港警方及示威

者都非常克制，就算過程令不少市民不便，但
市民整體非常包容，展示出香港社會高度文明
及尊重言論自由，令部分「美國朋友」肯定看
到「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對於事件日後發
展，曾俊華坦承「不知道」，並重申行政長官
選舉辦法的改變，根據香港基本法需要三方面
共識，即人大、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三分之二多
數同意票；現時人大及行政長官已同意2017年
可以由500萬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舉。

親友爭執unfriend潮 社會兩極化
曾俊華認為，現時爭拗點在於提名程序上，示
威學生希望爭取更開放的提名方式，不希望由
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決定候選人名單，否
則寧願原地踏步。他表示理解學生訴求，但社會
上同樣有不少市民認為必須尊重人大決定，社會
因此出現兩極化，雙方親友間因政見不同時有爭
執，甚至facebook出現「unfriend潮」，希望市
民可放下個人立場，共同化解困局。
曾俊華認為，示威同學已成功將信念傳開，

是時候離開街道，讓社會恢復正常運作，讓市
民和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他又憂慮若事件繼續
拖延，社會矛盾將會加劇，香港建立多年的
「城牆」亦未必抵擋得住，強調以「先破壞、
後建設」的方式追求民主，只會得不償失。

民記籲即撤 讓生活回正軌
各區出現的「佔領行動」

已持續逾兩周，多條主要交
通幹道嚴重擠塞，打工仔和

學生上班上課出入不便，從事運輸行業和做生意的市
民，生計受到嚴重影響。多日來累積的怨氣，導致部分
地區甚至發生民眾衝突及警民衝突，當中以旺角最為混
亂。學生和政府未能展開對話，社會秩序混亂持續，親
朋戚友因意見分歧而傷和氣，民建聯感到痛心及憂慮。
我們譴責任何暴力行為，暴力並不能解決「佔中」

引發的問題，反令事件惡化，趨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學者料經濟損失至少3,500億
「佔領行動」已嚴重損害香港整體利益，佔領區部分

商店及銀行需要關閉，食肆及報紙檔亦因無法補給貨品
或顧客減少而接近停業。根據各行業近日的抗爭及申
訴，我們初步得知，旅遊業界預料內地團數目大跌九
成，由於多國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本港出現退團潮，
有酒店業人士預計每日損失近億元；保險業界亦預計受
「佔中」影響的保險索償高逾一億元；不同運輸行業的
生意額亦下跌兩成至四成。根據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
的保守估計，「佔領行動」發生以來，已造成經濟損失
達到3,500億港元，尚未計算其他潛在損失。

累社會分化人心撕裂難修補
經濟損失數字尚可計算，但因「佔領行動」造成的

社會分化、人心撕裂卻無法估量，難以修補。不少擔

心的家長苦口婆心勸說子女不要參與違法行動，卻被
看成保守、「反民主」；警方秉公執法，卻被惡言謾
罵，看成是打壓示威人士，甚至抹黑，更牽連警務人
員的家屬，無理指控對長時間執勤、身心疲累的警
員，極為不公平，亦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民建聯亦遭到抹黑，指稱我們派錢反

「佔中」，我們對此作出強烈的譴責。我們從無呼籲
或組織群眾反「佔中」，亦反對任何暴力行為，我們
要求有關人士能停止抹黑、製造矛盾及分化的言論。
我們衷心呼籲，政府與學聯雙方以最大誠意進行對

話，尋求出路，化解這場危機。示威人士切記保障自
身安全，立即撤離，讓市民生活重回正軌。我們信任
警方的專業判斷，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以維護社
會秩序及市民生命財產。停止散播謠言及抹黑，這只
會帶來更深的矛盾，傷害親人和朋友之間的感情。

(註：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撐警依法維持秩序
中央堅定挺特首張

曉
明
：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譚Sir）在路向
營中發表講話，分析當前形勢；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應邀
出席，以近日佔中事件分析青年心態及
相關政策問題。路向營隨後進行分組討
論，評估未來政治形勢。

中央高度關注港局勢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分組討論後的
總結環節，聽取各組意見，並發表講
話。張曉明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關注香
港當前的局勢，中央維護「一國兩制」
方針和香港基本法的立場堅定不移，
對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堅定不移， 也堅

決支持特區政府維護法治，堅決支持
警方依法維持社會秩序。

總結民記路向營 譚Sir籲團結
譚耀宗總結時，呼籲成員團結一

致，緊守崗位，不斷提升水平，迎難
而上。在具體工作方面，他希望成員
繼續收集市民意見，包括進行問卷調
查，並加強與青年的溝通，推動社會
各界理性和平解決問題，促進香港的
穩定與發展。他特別關注下周三有運輸
業團體計劃移走佔領區的路障，希望特
區政府做好應對準備，而示威者應考慮
市民訴求，讓出道路，恢復交通，避免

引發衝突。

強調人大決定不可改變
譚耀宗在會後接受本報採訪時，引述

張曉明講話表示，「中央希望建制派加

強團結，一同去應對現在的情況。」對
於學聯提出要和政府對話方面，譚耀宗
引述張曉明指，人大常委做出的決定是
有法律的效力，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需要依循，不可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民建聯10月11日至12

日在深圳以「迎難而上」為題舉行路向營，約260位成員參加，包

括民建聯中委、監委、全體議員、支部正副主席和社區幹事等。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出席了閉幕大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表示，中

央政府高度關注香港當前的局勢，中央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

港基本法的立場堅定不移，對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堅定不移，也堅

決支持特區政府維護法治，堅決支持警方依法維持社會秩序。

■■張曉明張曉明（（左左））昨日出席民建聯昨日出席民建聯20142014路向營閉幕大會路向營閉幕大會。。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