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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民主黨為何扣起「佔中」民調？為何害怕面對民意？
公民黨和民主黨就「佔中」所進行的民調顯示，過半數受訪者認同警方的處理手法；只有
少數受訪者認為特首梁振英以及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需就事件辭職。而六成至七成受訪者直指
「佔中」對其生活造成影響，認為行動完全不可接受。然而，這兩份反映了社情民意的民調
卻未有公開，公民黨和民主黨將民調扣起不發。原因很簡單，兩黨進行民調本來打算利用民
意來打擊特區政府及警隊，但市民心明眼亮，儘管面對帶有引導性的提問，依然明確表示認
同警方處理手法，並表達對「佔中」的不滿，令兩黨大失預算，唯有將民調結果隱而不發。
反對派一直以尊重民意自居，不斷批評政府漠視民意，但現在民意彰彰明甚，他們反而裝聾
作啞，說明他們對民意只是葉公好龍，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扣起，充分暴露其雙重標
準。其實，反對派也知道「佔中」不得人心，愈拖下去對反對派衝擊愈大，但由於行動已經
失控，激進派死命不撤，要鬥得魚死網破方罷休。如果反對派還有一點理智和良知，就應早

反對派不要「追隨落日到虞淵」

日結束「佔中」，讓社會恢復正常。
「佔中」打的是一場民意戰，民意輿論走向將影響
整場行動。根據公民黨在 10 月 13 日至 16 日進行的民調
顯示，共有 52%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警方在 9 月 26 日
至 28 日「對付」示威者的做法。對於「佔中」事件，
只有 32%以及 31%認為特首及警務處處長需就事件「立
即辭職」。至於民主黨的民調則主要聚焦於「佔中」
對市民的影響，高達 75.4%受訪者認為「佔中」對其生
活有或有很大的影響。65.4%受訪者認為「佔中」不可
或完全不可接受。同時，過半數受訪者明確指出特首
下台對解決目前局面沒有幫助。

葉公好龍對民意雙重標準

煽動學生非法衝擊政府總部事件，警方將周永康、黃
之鋒等人拘捕；9月28 日更發生了警方為阻止示威者攻
入政府總部，施放催淚彈事件，引起社會較大的爭
議。公民黨故意詢問市民對這幾天警方的處理方法的
意見。項莊舞劍，意在警隊已是十分明顯；之後民調
隨即問及特首和警務處處長的辭職問題，說明其目的
就是要製造市民不滿政府、不滿警隊的「民意」，以
此迫使兩人下台，實現「佔中」行動的「首階段勝
利」。然而，受訪者客觀理性的意見卻出乎他們意
料，反映廣大市民其實都認同警隊維護法紀的努力，
面對示威者衝擊政府總部，施放催淚彈是逼不得已之
舉，警隊做法無可厚非。既然如此，警隊一哥自然沒
有下台之理，特首下台更是借題發揮。

公民黨和民主黨雖然在問卷故意加入大量引導性問
題，例如將中性的「處理佔中」字眼，改為「對付」
示威者；並且故意設計特首或警務處應否「立即辭
職」、特首下台是否有助解決目前局面等導向性提
問，藉此引導受訪者表態支持。然而，即使公民黨和
民主黨花招盡出，但受訪者顯然沒有受其影響，過半
數受訪者明確表態認同警隊的處理手法；只有極少數
受訪者認為特首和警務處處長應辭職，狠狠地摑了反
對派一下響亮巴掌；而民調也顯示主流民意不滿「佔
中」，令反對派吃了一記悶棍。
值得指出的是，有關民調問的是警隊在 9 月 26 日至
28 日的處理手法。當時正爆發了學聯、「學民思潮」

民調結果亦說明廣大市民並未有受到反對派及《蘋
果日報》誤導。隨着「佔中」失控，警隊的工作愈加
沉重，前線警員儘管面對沒日沒夜的辱罵以至衝擊，
依然專業、冷靜、克制地默默守護着香港的法治，無
私地保護每個市民的安全。相信支持警隊的民意只會
不斷上升，難怪公民黨之後沒有再進行有關民調，正
是知道結果肯定不合己意之故也。至於民主黨的問
卷，更加是自欺欺人，以為經過催淚彈事件之後，市
民對「佔中」會由反感變成同情，讓反對派可利用有
關民意將「佔中」進行下去，並以此迫使特首下台。
然而，民主黨又再打錯算盤，反「佔中」的民意根本
沒有削弱過，依然佔據社會的絕對主流。民意清晰告

訴民主黨，繼續死撐「佔
中」就是與民為敵。
這兩個民調結果潑了公民
黨和民主黨一盆冷水，如果
將有關結果公布，他們便陷
入了一個困局。就是既然主流民意反「佔中」、撐警
隊、不認同特首和警務處處長落台，對一向以民意代
表自居的反對派來說，這些訴求理應跟隨，他們豈不
要主動結束「佔中」，並且要高度認同警隊的工作，
收回對特首的不信任動議？正常理當如此，但反對派
卻是政治蒙蔽了理智。他們已經鐵了心在立法會發起
不合作運動，要將梁振英迫下台。如果按民調結果，
反對派豈不自打嘴巴？於是，他們採用了最下三濫的
做法，就是索性扣起民調，當作從來沒有發生。然
後，轉過頭繼續批評警隊、高喊拒絕撤離、要求梁振
英下台。反對派對於真實民意裝聾作啞，說明他們對
民意只是葉公好龍，充分暴露其雙重標準。
不過，反對派也是有苦自己知。他們不是白痴，怎
會不知道「佔中」是倒米之舉？「三丑」及一班學生
沒有選舉壓力，可以鬥搶道德高地，但反對派卻不
同，他們有自己一盤選舉賬。根據他們的民調，七成
以上受訪者不滿「佔中」，反對派死撐下去等於與這
七成市民為敵，結果將會大量流失中間選票，在選舉
上「票債票償」。但現時「佔中」已被激進派騎劫，
要鬥得魚死網破方罷休。現在就看反對派是早日順從
民意終止「佔中」，還是如張之洞的詩般：「辛苦李
虞文陸輩，追隨落日到虞淵。」

攀樹高手嘆港難顯身手
公園隨便爬違例 下月首辦國際賽盼有利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樹上風景令人神往，居高臨下欣賞景

色，確實別有一番滋味。然而，不要以為公園裡任何一棵樹也能「一顯身
手」，隨便攀樹可能違反《遊樂場地規例》。亞洲攀樹會負責人張國祥表
示，「在樹上的那份悠閒，令我愛上攀樹，此活動能推廣保育樹木的訊
息，亦可促進人與大自然的交流，但本港嚴重缺乏場地。」攀樹在香港雖
然十分冷門，但下月將會首次有國際攀樹比賽在港舉行，相信可令更多市
民認識這項活動。
BC 章《遊
根據本港法例第一百三十二
樂場地規例》第八條財產的保護(b)，

「任何人不得在任何遊樂場地內爬上遊樂場
地內或圍繞遊樂場地的任何牆壁或柵欄，或
爬上任何樹木或任何障礙物、欄杆、柱子或
其他豎設物。」
■「速度攀爬」顧名思義是「鬥快」，同時考
張國祥指，要進行攀樹活動，可於私人
驗臂力、腰力、上樹技巧、身體協調及集中 場地舉辦，但於政府用地則非常困難。他
力。
曾慶威 攝 說：「政府經常把『樹』當作不安全，因
此我希望透過舉行攀樹活動讓政府知道在
適當的安全措施下，『樹』絕對是可以攀
爬的。」
「在樹上，我可以感受大自然，享受在樹
上的樂趣。」張國祥從事園藝工作，因一個
進修課程而與攀樹結緣。他說：「2009 年
某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樹藝課程廣告，同
時憶起 2008 年赤柱塌樹事件，我認為正確
修剪樹木，避免令它們受傷是重要的；加上
我很愛樹，所以決定進修。」他憶述，其中
一堂課是到內地學習「認樹」及攀樹，那時
■頭盔、眼罩、手套及安全帶都是攀樹的必備
用品。
曾慶威 攝 他只能「攀到一兩下」，但已覺得非常有

趣，於是決定正式學習攀樹。

難忘八號波坐樹上隨風搖擺
學習攀樹約一年後，張國祥便到新加坡參
賽，見識到不少外國攀樹好手。他憶述，曾
於八號風球下攀樹，坐在樹上搖擺、聽着呼
呼的風聲，感覺既悠閒又刺激。隨着對攀樹
的興趣日漸濃厚，他與一群香港業餘樹木攀
爬者組成「亞洲攀樹會」，更首次於下月 1
日及 2 日，在上水鳳溪第一中學舉行「亞洲
公開攀樹錦標賽」，讓更多人了解攀樹活
動、樹藝安全，以及推廣樹木保育。
很多人認為攀樹只適合年輕力壯的人士參
與，但張國祥則認為攀樹沒有年齡限制，3
歲至 80 歲都可以攀樹。他說：「最近有一
名坐輪椅的朋友，雖然下身不能動，但憑着
雙手，加上我們輔助他，亦能讓他享受坐於
樹上的感覺。」

枝條起碼 4 吋粗才可「高攀」
被問到甚麼樹適合攀爬，張國祥指，每棵

樹都可以攀爬。他指最重要是樹的支撐點，
即枝條粗度最少有 4 吋，才可以作為穩固
點。同時，上樹前要檢查該樹有否腐爛、枯
萎及折斷，確保安全。他又表示，「即使棕
櫚樹有較少分枝，也可以攀爬，不同樹種有
不同攀爬方式。」
然而，要感受「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上樹前的準備功夫缺一不可。頭盔、眼罩、
手套及安全帶都是攀樹必備用品，戴上所有
保護設備後，更要進行一連串上樹前的檢
查。張國祥指，攀樹前要觀察樹的周邊情
況，例如是否有蜂巢、雀巢、電線杆或欄
杆，亦要檢查樹頭有否腐爛及該樹有否倒塌
危險，若有上述危險，則不會攀爬。

最少兩人同行 器材護樹幹
完成上樹前的檢查後，攀樹者便會尋找最
粗的枝條設置繩索，再測試枝條是否夠力承
托攀樹者重量，以及繩索有否打結，然後便
可上樹。張國祥指，於地面及樹上觀看樹木
或會有所不同，所以攀爬數步後要再次檢
查，才可放心繼續向上爬。他續指，每次進
行攀樹最少要兩人同行，亦要設置後備安全
繩，慎防意外發生。

適當保護器材 不會傷害樹幹
「攀樹會否傷害樹木？」不少人都有這疑
問。張國祥解釋，只要使用適當保護器材便
不會傷害樹幹。他說：「攀樹時我們會用樹
皮保護器，減少繩索與樹幹及樹枝磨擦，同
時我們不可穿釘鞋攀爬，避免傷害它們。」

矢志終身職業 增自律解難力
戀上攀樹

■林楚強認
為，攀樹能
成為終身職
業。
曾慶威 攝

攀樹既能訓練攀爬者的手腳協調，又可讓他們
看見與別不同的風景，更可增加人與大自然的接
觸，因此不少人「一試便愛上了」。熱愛攀樹的
林楚強，是鳳溪（中學部）攀樹隊負責老師，他
認為攀樹除了可成為專業、終身職業外，亦可訓
練自律性，以及增強解難能力及自信心。
林楚強表示，攀樹活動近年於香港開始盛行，但本港
甚少有公眾地方容許攀樹，大多要到私人場地進行。他
指鳳溪公立學校內約有 300 棵超過 3 米高的樹，當中約有
100 棵適合攀爬，每周都會有人來訪，「校內樹木可開放
予公眾攀爬，但攀爬人士一定要是校友，或已向我們申

請。」
談到攀樹好處，林老師說：「攀樹令身手更靈活、提
升體能，最大好處就是能成為終身職業，因為攀樹是一
項專業，需要較高的技術。」他又認為，學習攀樹可訓
練學生紀律，因為攀樹裝備很多，而且注重安全，學生
必須聆聽導師說話，免生意外。
同時，攀樹能考驗攀者意志力，林老師認為，「攀樹
時，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在樹上發生任何事，都要自己
獨立解決。而且，很多學生一開始都不能成功爬上樹，
但慢慢練習後，終於成功上樹，那份滿足感絕對能增強
他們的自信心。」

曾德成：香港周台開幕增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網誌表示，
今年香港周已於 10 月 17 日在台北開
幕，通過一連串節目及延伸活動，向
台灣民眾展示香港文化核心底蘊和面
貌。香港周今年主題是「香港民俗文
化．文學足跡」，曾德成指民俗文化
與文學作品向來最能夠顯現一個地方
的精神內涵和創作成果，期望今年交
流進入更深層次。
曾德成昨日以《第三屆香港周在台
開幕》為題在網誌撰文，介紹今年香
港周節目。他指民俗文化方面，香港
有着本地不同社群代代相傳的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包括粵劇；文學方
面，由藝術推廣辦事處和香港藝穗會

合辦的《游──香港詩人梁秉鈞的旅
程（1949─2013）》展覽會，在台北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行，介
紹香港重要詩人及文學家梁秉鈞（筆
名：也斯）。
曾德成又說，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出
現由保良局策劃的「創意市集」，展
示及售賣香港手作藝人自家製品，讓
台灣人感受本港民間創意活力。由經
貿文辦策劃的「香港綵燈會」，展出
以香港街頭美食為造型的精緻綵燈，
包括絲襪奶茶、蛋撻、咖喱魚蛋、腸
粉、盆菜、車仔麵等。「非常香港」
傳 統 風 俗 文 化 展 覽 ， 展 出 13 項 香 港
「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大坑舞火
龍、龍舟遊涌、盂蘭勝會等。

亞洲公開攀樹賽其中4項賽事

1. 速度攀爬 顧名思義是「鬥快」，
同時考驗臂力、腰力、上樹技巧、身
體協調及集中力。參加者穿上整副裝
備後，需不斷向上攀爬至指定最高
點，高度約 17 米，然後敲鐘，才算完
成。
2. 樹上拯救 比賽項目中最複雜的項
目，參加者會收到一個指定的模擬情
景，例如傷者左手骨折或昏迷，要自
行決定攜帶甚麼裝備，例如急救包或
氧氣筒，然後在指定時間內拯救樹上
傷者。參加者要在樹上為傷者作初步
檢查，直到把傷者帶回地面，解開所
有繩索及繩扣，才算完成。
3. 工作攀爬 採用計分制，同時着重
參加者安全性及穩定性。參加者需於
限定時間內，模擬樹木工作者姿勢及
動作，成功完成才會得分。參加者需
於指定高度爬下來，當中需要完成某
些指令，例如觸碰指定位置、投擲木
棒至地上指定範圍等。
4. 雙繩腳鎖法 猶如攀樹界「短跑
100 米」，與速度攀爬一樣，以時間分
高下。參加者雙腳離地後，工作人員
便開始計時。參加者需以最快時間，
以腳纏着繩，配合手、腳及腰的扭
動，向上爬至指定高度（約 15 米），
然後敲鐘，才算完成。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佩妍

小朋友傷殘人士同樣適合
不要以為只有成年人才可攀樹，其實小朋友一樣可
以。林老師指，鳳溪小學學生有時候會於體育課學習攀
樹。他說：「一般幾歲的小朋友已經可以學習攀樹，傷
殘人士也可以，我們學校已成立了『鳳溪攀樹隊』。」
曾是「鳳溪攀樹隊」隊員的王杰生，現時是一名樹木
工作者。他於中四開始接觸攀樹，直至現在都非常熱愛
這活動，更會參加下月舉行的亞洲公開攀樹錦標賽。王
表示，自從畢業後，空閒時仍會回校練習攀樹，以及教
導師弟、師妹。
被問及為何會喜歡攀樹，王杰生說：「我對樹木有一
種特別的感覺，亦非常喜愛與大樹接觸。當你在樹上
時，你會接觸到它，感到它有生命，令我覺得攀樹與其
他運動不同。」他又認為，學習攀樹後，令他懂得何謂
責任感，亦為他帶來成功感。
■記者 葉佩妍

陳茂波：規劃署展車走進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發展
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介紹規
劃署外展計劃 。陳茂波表示，規劃署現
時每年都會到訪約 40 所中學，踏足約 30
個公眾場所，並在多個商場舉行巡迴展
覽，參觀展覽人數平均每年達 4 萬人之
多。有見外展活動深受歡迎，陳茂波強
調，規劃署同事會繼續努力，讓公眾有
更多機會和透過不同途徑了解香港城市
規劃和未來發展。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上介紹規劃署的流
動展覽車。他指流動展覽車設有觸幕式
電腦和等離子顯示器，提供豐富的規劃
資訊，是外展計劃其中一項。整項計劃

早於 1996 年由規劃署推出，旨在讓市民
大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認識香港城市
規劃和參與規劃的過程和工作，若學校
場地許可，該輛流動展覽車更會走進校
園，舉行展覽並提供規劃資訊。
除了遊走校園外，該輛流動展覽車亦
會在公眾場地和公共屋邨舉行流動展
覽，接觸住得較偏遠和出入不太方便的
市民。每年規劃署都會在各區商場舉辦
巡迴展覧推廣活動，向公眾介紹香港城
市規劃概念和規劃署工作。市民可以參
觀展覽所陳列的規劃資訊、規劃研究的
簡介，以加深對規劃署的工作的認識和
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