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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利用學生當炮灰癱瘓香港，行動不得人
心，已陷潰敗。李卓人又生一計，準備利用職工盟的
工會「搞搞震」。消息指，李卓人有四項部署：1、利
用職工盟鼓動罷工罷市；2、密謀發動巴士「集體拋
錨」，癱瘓交通；3、在立法會設「佔中」指揮部，與
「佔中」參與者裡應外合；4、若「佔中三丑」被捕，
李卓人將由幕後轉為前線，接棒領導行動，回復「佔
中」行動「大元帥」的角色。李卓人賣力「反中亂
港」，只為美國主子更多的打賞，讓大量鈔票源源不
絕進入他的口袋。
「佔中」嚴重損害經濟民生，遭到市民強烈反對。

「佔中」已經陷入潰敗的狀態，大部分學生已經返回校
園。「佔中」幕後行動指揮的黑手正是李卓人，他不甘
失敗，企圖挽救「雨傘革命」覆滅的命運，逐步由幕後
走到台前。他指揮職工盟的激進分子，用水泥、削尖了
的竹和鐵枝在街上搭建「穿心陣」，若警隊或市民清場
時，隨時會嚴重受傷。「佔中」所謂「和平行動」，全
屬謊言。

四出取經成為「動亂專家」
為發動「佔中」，早在一年前，李卓人就奔波於街頭

動亂的地方取經，哪裡有動亂，哪裡有催淚彈，李卓人
就跑到那裡，研習街頭鬥爭的技巧，研究煽動群眾上街
的詭計，研究癱瘓城市的手段，研究怎樣建築街頭堡
壘，研究怎樣對付警察的催淚彈和水炮，研究各種心戰
的策略。他訪問台灣和泰國，成為台灣民進黨施明德的
入室弟子，也成為泰國反政府暴力行動的信徒。葉劉淑
儀曾質問他：「李卓人到處學習動亂的經驗，是否想成
為動亂專家？」
李卓人不僅是動亂專家，還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千絲

萬縷的關係。長期以來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屬下機構，每
年都有大量的資金打進職工盟的戶口，也有一些不明來
歷的金錢，直接進入李卓人的戶口，例如最近被揭發的
黎智英「黑金」事件，李卓人就將「黑金」「袋住
先」。如果不是傳媒揭發，他就真的袋袋平安。
1989年，李卓人攜帶總值1,200萬元港幣的「捐款」

到北京，為崩潰的「民運」打「強心針」。這些所謂捐
款，來自黎智英，而黎智英的後面，就是美國人。李卓
人自北京回到香港後，就成為「黃雀行動」的幕後指
揮。怎樣安排行動，怎樣核實逃跑者的身份，怎樣將逃
跑者轉移到美國，怎樣和美國領事館聯絡，李卓人扮演
了最活躍的角色。根據美國《新聞周刊》的報道，在美
國和英國情報人員協助下，「黃雀行動」的營救團隊多
次進入中國內地執行任務。而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先進
設備、逃生管道、解釋內容以及武器等援助。

給學生「洗腦」綁架上「佔中」戰車
美國人當時最信任的人、傳達計劃的人就是李卓
人。今年5月27日，作為「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
為了催谷學生參加「佔中」行動，接受BBC中文網專
訪時說：「支聯會新的路線是『薪火相傳』，香港被
稱為是中國土地上唯一一個仍可以公開每年舉行燭光
晚會悼念89年『六四』的地方。香港從來不是『省油
的燈』，因此也被批評是『反共基地』、『反共橋頭
堡』」。李卓人還說：「香港是反共基地有什麼問
題？什麼都不怕。」所以，利用「燭光晚會」給學生
洗腦，欺騙青少年參加「佔中」，正是李卓人慣用的
伎倆。問題在於，不少青少年都以為「燭光晚會」僅
僅是一種和平的活動。但是，正因為參與「燭光晚
會」，學生們已經成為反共反華勢力的俘虜，一旦受
騙上當參加罷課的活動，在佔領的道路上守護街壘，
就成為了無辜的犧牲者。李卓人早已盤算，「罷課」
可以突然宣布變為「佔中」，在西方媒體炒作成為
「雨傘革命」，把青年學生吹捧為「革命英雄」，這

樣就把他們綁架上「佔中」的戰車。學生不懂得什麼叫做街壘，李卓
人的職工盟就替學生搭建街壘，要求他們「一寸不失，一步不退」，
然後留下了學生，李卓人及其黨羽則逃之夭夭。

靠「反中亂港」向美國邀功領賞
李卓人還利用在立法會9樓的辦公室召集學聯、學民思潮、工黨的核心

分子，組成「雨傘革命」的戰鬥指揮部，「堅決不撤退」叫得最響的，
就是李卓人。「佔中」自9月28日爆發以來，李卓人其實就是「佔中」
前線的最高指揮者，他的指令透過學聯、學民思潮、工黨的核心分子傳
遞到前方，學生們在前面搏殺，風餐露宿，他就高床軟枕、舒舒服服地
發號施令，然後向美國報功勞。以後，除了美國的民主基金會外，美國
的勞聯也會不斷送錢給這位香港「自由工會領袖」，讓李卓人擁有大量
選舉經費；李卓人在香港搞罷工，例如葵涌貨櫃碼頭的罷工，就是得到
外國工會的金錢資助。這一次，李卓人又威脅要舉行罷工，反對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政改決定，相信會有更多美國、歐洲工會送鈔票入他的口
袋，讓他更賣力地反中亂港。

廬 山

有道是從政者最重要的特質，一是熱誠、二
是操守、三是謀略，但在今時今日香港政壇恐
怕還不夠，還得加上一樣：演技。君不見昨日
立法會休會辯論當局處理違法「佔中」手法
時，工黨何秀蘭又一次七情上面，浮誇造作，
發言時雙眼通紅，哽咽地指責政府如果只靠暴
力，「會輸得更慘」，其演技之「精湛」，堪
稱一絕。在此奉勸她，當演員好過當議員，以
免浪費了她的天賦。
事實上，這已不是她第一次在鏡頭面前做騷。

何秀蘭這個人，一向是靠拉人衫尾、露骨作秀、
惺惺作態等伎倆在政壇混跡，其政治水平不敢恭
維，但勝在懂得把握每一個時機吸引傳媒，一時
扮感性，一時又裝出大義凜然的模樣。像今年五
月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期間，
梁國雄、陳志全和陳偉業公然大吵大鬧，甚至企
圖向特首投擲物件，結果遭主席曾鈺成逐出議事
廳。何秀蘭當時見機不可失，隨即煞有介事地質
問曾主席，為何連只是站起來的梁國雄也要驅

逐，一派正氣凜然，表面上是抱打不平，實則不
過是借機抽水。
四月份，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到上海出席政

改座談會，梁國雄早在出發前，已經向傳媒展
示他的示威道具和違禁品，如此高調地事先張
揚，無異於公然挑戰內地法律，被拒入境是意
料中事。此時何秀蘭又再次展現出她善於即席
抽水的本色，假惺惺地指責上海海關拒絕梁國
雄入境的做法不禮貌，並隨即杯葛會議，折返
香港以示抗議。其實梁國雄說穿了就是有心搞
事，被拒入境早已是他預定計劃的一部分；何
秀蘭本人亦對出席座談會毫無誠意，只不過是
借這個場合博上鏡，對於白白浪費了一次和中
央官員面對面討論政改的機會，她看來根本毫
不在乎。
不過，說到何秀蘭的「絕活」，當然不能
不提她的眼淚攻勢，再配合其楚楚可憐的表
情，一般人給她騙倒實在不出奇。除了上面
提到在立法會辯論中哽咽發言外，她也多次

在不同場合施展這一「絕活」，總會在適當
時候「眼濕濕」，企圖吸引眼球。例如在09
年初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家庭暴力
條例》的一個聽證會上，當六十多個出席
團體代表和眾多媒體攝影機面前，何秀蘭發
言期間又突然激動落淚，指責政府歧視同性
戀人士， 其收放自如令人嘆為觀止；同年十
月，當時的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發表施政報
告，期間社民連「三丑」又循例叫囂，被主
席驅逐離場。正當其他在席反對派議員無動
於衷之際，何秀蘭又豈會放過這個黃金機
會？當即自行緊隨被逐的三人離開議事廳，
之後對記者談感受時又突然感性「發作」，
一度哽咽。
「佔中」早已弄得天怒人怨，千夫所指，市民
生活大受影響，申訴無門；商戶更是損失慘重，
欲哭無淚。何議員如果真的要哭鼻子，為何不為
民生而哭、為「佔中」對香港社會所造成的破壞
和撕裂而哭？

何秀蘭當演員好過當議員

9月28日以來，《蘋果日報》所有有關「佔中」的新
聞報道，都冠上了「雨傘革命」的欄頭，這說明《蘋
果日報》煽動奪權的狼子野心，也說明《蘋果日報》
拿了美國人的金錢，如果「佔中」搞得無聲無息，兩
個禮拜就玩完了，一定沒有辦法向主子交代。所以，
當學聯、學民《致習近平公開信》中力圖和「顏色革
命」劃清界限，重申「佔領運動絕非顏色革命」，
《蘋果日報》覺得學聯學民是「無膽匪類」。因為，
《人民日報》一發表社論批評「佔中」是「顏色革
命」，學聯、學民就害怕了，就不敢承認搞「顏色革
命」，怎麼能奪特區政府的權？怎麼能把香港變成
「反華橋頭堡」？黎智英怎能繼續向美國領取經費，
過億萬富豪的奢華生活？

要把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

美國《時代周刊》、ABC、CNN都歡呼香港發生了
「雨傘革命」，所有西方國家的電視台都把金鐘道、
夏愨道的衝擊場面作為頭條新聞不斷滾動廣播，他們
相信再過幾天，烏克蘭推翻合法政府、示威者佔領總
統府的場面，就會在香港重演。沒有想到，「佔中」
的學生搞手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就覺得「顏色
革命」不對勁，和黎智英「一定要讓學生流血，革命
才會成功」的想法截然不同。
學生的想法並不奇怪。「佔中」的幕後策劃人黎智

英早就以世界各國曾出現的「顏色革命」作為藍本，
烏克蘭、突尼斯、利比亞、埃及的「顏色革命」，哪
個不是需要學生流血，群眾和軍警衝突，野心家才能
夠上台？每一場「顏色革命」，傷亡的都是學生，上
台的就是和美國勾結的政客。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
「顏色革命」讓學生上台執政的。天真的青年學生，

根本就沒有研究過「顏色革命」後學生的下場，更加
沒有研究過策動「顏色革命」的政客在美國人扶植下
上台，立即就實施專政獨裁，利用制度新舊交替的機
會投機倒把，貪污舞弊，烏克蘭「民主英雄」尤先科
上台之後，很快就成為貪污犯。

編造美麗謊言 欺騙天真學生
現在「佔中」的問題是，如果學生們考慮後路，高

調否認搞「顏色革命」，學生們走光了，美國人和黎
智英辛辛苦苦部署一年多的計劃，豈不是泡湯了嗎？
他們一定要把已經奄奄一息的「雨傘革命」起死回
生，近日有示威者重新暴力佔據龍和道，掀起新一輪
警民衝突，就是要令「雨傘革命」苟延殘喘，《蘋果
日報》撕破臉皮強調要進行「顏色革命」，也是這個
原因。
美國為展示輸出的「美式民主」不斷取得勝利，每

一次都有一個代號、一種顏色，什麼天鵝絨、玫瑰
花、茉莉花，藉以證明「美式民主」戰無不勝、攻無
不克。美國只允許世界有一種社會模式，不允許有其
他的社會制度，不允許其他國家根據自己的歷史、文
化和社會特點，建立適合自己的社會制度，更加不允
許其他文明取代基督教文明。美國其實就是世界霸
主，世界法官，世界警察，任何國家的政治制度，都
要由美國人說了算，不合美國心水的就廢掉。《蘋果

日報》說「顏色革命」會帶來一個繽紛多彩的世界，
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蘋果日報》把「顏色革命」說成是通向天堂之

路，完全經不起事實和歷史的檢驗。每一個經歷「顏
色革命」的國家，都出現暴力流血事件，結果都落得
生靈塗炭，社會分裂，恐怖主義崛起，內戰頻仍，經
濟蕭條，人民水深火熱。「顏色革命」導致的人為災
難多不勝數，可以帶來「七彩繽紛」的世界嗎？創造
了「多彩文明」嗎？

搞垮中國讓美國老闆安心
由黎智英充當代理人策動的「雨傘革命」，用什麼
顏色來形容最貼切？黑色！因為「雨傘革命」充滿了密
室開「黑會」，充滿了骯髒的陰謀詭計，充滿了「黑
金」政治，用金錢收買政客，把民主踩在地上，剝奪選
民期望，充滿了踐踏法制的暴民政治，企圖以違法「佔
中」，破壞香港的普選，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黎智英
和「佔中」分子惡過黑社會，連警察的食水食物他們都
要檢查。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
才完成的現代化道路，結束了列強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歷
史。黎智英之流收美國的錢，認為中國太強大，威脅美
國老闆，一定要替美國搞一場「顏色革命」，企圖弄得
香港雞犬不寧，中國天昏地暗，喪失前景，才能讓老闆
安寢無憂。黎智英的心是黑色的。

高天問

《蘋果日報》認搞「顏色革命」暴露黎智英黑心陰毒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一篇題為《顏色革命呼喚多彩文明》的文章，說「雨傘革命就是顏色

革命」，「顏色革命更為『革命』的自由屬性提供了一個形象的註腳：大自然本來就是五顏六

色、百花齊放的世界，顏色革命爭取的、要保護的就是多元自由和多彩文明，而不是用單一顏

色去取代另一顏色。」《蘋果日報》不打自招，對鼓吹「顏色革命」直認不諱。黎智英之流收

美國的錢，認為中國太強大，威脅美國老闆，一定要替美國搞一場「顏色革命」，企圖弄得香

港雞犬不寧，中國天昏地暗，喪失前景，才能讓老闆安寢無憂。黎智英的心是黑色的。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李嘉誠對年輕人的忠告發人深思

「佔領中環」行動持續逾半月，嚴重衝擊香港法治，令社會百業和
廣大市民受損。連日來本港各行業代表紛紛籲請示威者回歸理性，長
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於15日針對「佔中」發表聲明，強調香港法治不
可損，一旦決堤，「將會是香港最大的悲哀」。李嘉誠懇請年輕人
不要激動，回到家人身旁，「不要讓今天的激情，變成明天的遺
憾」。較早前，李嘉誠已表態反「佔中」，指出「佔中」「每一小時
都會對香港有損害」。

被「佔中」騎劫的學生亦是受害者
李嘉誠先生的忠言，堪足佔領者特別是年輕人借鏡。李嘉誠和商界

也支持發展民主，但希望香港的民主是沒有動亂的民主，是不會損害
營商環境和普羅市民福祉的民主。李嘉誠發聲懇請「佔中」者特別是
年輕人回家，不僅是維護700萬港人的福祉，而且表達了對被「佔
中」騎劫的青年學生利益和前途的關懷。
「佔中」破壞法治，嚴重擾民，百業蒙災，家家受損。而被「佔

中」騎劫的青年學生，亦是受害者。「佔中」是違法行為，被「佔
中」騎劫的學生，學業和未來前途誰來負責？「佔中」除了令參與學
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外，令社會和家長最擔憂的是可能毀壞青少年
學生前途。根據《罪犯自新條例》，留有案底將被限制從事下列職
業：大律師、律師、會計師、政府公職、保險代理人、銀行董事、銀
行行政總裁、《保險業條例》和《銀行業條例》訂明的職位等。此
外，留有案底還會對青少年學生生活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如申請獲批
或繼續持有牌照、許可證、豁免證、獲得註冊或續予註冊，辦理保險
業務，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受委為寄養父母等，都會受到影響。
正因為如此，社會各界擔心一旦有青少年學生參與「佔中」而留下案
底，就會失去日後成為專業人士的資格，影響一生前途。因此，李嘉
誠懇請參與「佔中」的青年學生不要讓今天的激情，變成明天的遺
憾，是設身處地為青年學生的利益和前途想，體現了一個長輩對年
輕人的殷切關懷。

不能為一時的激情變成長久的遺憾
李嘉誠向被「佔中」騎劫的青年學生殷切寄語：「年輕的朋友

們：你們的父母、家人、所有香港人、中央都關心你們，你們已成
功傳遞心情資訊，大家都聽到。這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從沒
有動搖，說明只要邁出第一步，空間便無限大。加上今天的國家領
導人正風立政以法治國的決心，我們民族是很有希望的。」
正如古人說，「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

域」，香港青年不能為一時的激情變成長久的遺憾。我們民族是很有
希望的，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
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

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
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
力實現這個目標。」「佔中」的本質是對
抗中央，損害國家民族的發展利益，鐵的
事實證明，「佔中」背後有反華勢力黑手
操控，香港年輕人為什麼要做令親者痛仇
者快的事情呢？
李嘉誠指出：「回歸後，『一國兩制』一直保障香港的生活方

式，而政制往前走，是保障50年不變後的未來。」英國前首相戴卓
爾夫人的私人秘書、現任議會上院議員查爾斯．鮑威爾忠告香港年
輕人說：「如果我是一個香港年輕人，我會專心致志地利用好現有
的廣泛自由和自治權，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的就業機會、旅行自
由、海外就業自由、教育機會等等，充分享受這一切。」置身「一
國兩制」的優越制度下，香港年輕人應珍惜現有的廣泛自由和權
利，而非透過激烈街頭行動或對抗行動妨礙他人的自由權利，也損
害「一國兩制」的優越制度。

同學們的「追求」要以智慧導航
李嘉誠表示，自己理解同學們的熱情，但「追求」要以智慧導航，

所有人都應謹守法治，認為香港警隊一直守護法紀，若法治決堤，將
會是香港最大的悲哀。李嘉誠的成功是他智慧、意志力的勝利，同時
又是他人生信條和做人哲學的勝利。
李嘉誠在長江商學院的講座中說：「每個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

多不同的角色；也許最關鍵的成功方法就是尋找得到導航人生的坐
標。沒有原則的人會飄流不定，正確的坐標可讓我們在保持真我的
同時，亦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揮灑自如。」的確，年輕人的「追
求」要以智慧導航，違法的「追求」只會害人害己，「佔中」就是
既害了參與「佔中」年輕人的家人，也害了參與「佔中」的年輕人
自己。
作為本港工商界巨擘，李嘉誠不僅清楚表達了商界反對「佔

中」的強烈訊息，而且更顯示出一位愛國愛港商人對香港年輕人
的真摯關切。李嘉誠對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真知灼見，都是高瞻
遠矚，洞幽燭微，切中要害，他每次發表有分量的言論，例必會
受到社會輿論重視，這不僅是因為李嘉誠作為本港工商界舉足輕
重的代表人物，其言論往往能夠反映商界的看法，分量和影響力
非同一般，更是由於長和系業務遍及香港和全球，多年來成績斐
然，充分體現出李嘉誠對於時局的敏銳，其言論有高度參考作
用。李嘉誠呼籲參與「佔中」的年輕人馬上回到家人的身旁，這
是及時、誠懇和迫切的忠告，參與「佔中」的年輕人若能聽取，
將受益一生。

■楊志強

李嘉誠呼籲參與「佔中」的年輕人馬上回到家人的身旁，是及時、誠懇和

迫切的忠告，參與「佔中」的年輕人若能聽取，將受益一生。李嘉誠指出年

輕人的「追求」要以智慧導航，實際上，所有人都應謹守法治是最基本的智慧，也是安身立命

的最基本要求、最基本職責和最基本素養，違法的「追求」只會害人害己。

志強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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