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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警就是挺法治 撐警為了撐香港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非法「佔中」已經圖窮匕見，「顏色革命」的特點十分明顯，各種反對勢力推波助瀾，暴
力襲警事件不斷。連日來，筆者深入旺角、金鐘等「佔領」現場了解情況，親眼目睹一些滋
事分子不斷組織各種事端挑釁警方並製造混亂，各種暴力事件不斷升級。「佔中」正在向
「暴民政治」發展。香港是我們的家園，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內地社會和香港人自己最關心
香港的未來。值此關鍵時刻，任何一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市民都應該站出來，全力挺
警嚴正嚴厲執法，全力撐警保障市民安全，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非法「佔中」已延續 20 餘日，這場打着「為民請
命」旗號、以所謂「公民抗命」方式出現的行動，眼
下已搞得社會撕裂、民不聊生。連日來，交通阻塞、
商舖關門、股市下挫、客商撤離，港人財富日漸稀
釋，市民就業更受衝擊，「東方之珠」名號猶在，
「混亂之都」令人堪虞，愛國愛港者無不痛心，禍國
亂港者猶在歡呼。人們不禁要問：這個局面還要延續
多久？
越來越多的市民對「佔中」亂港已看不下去，走上
街頭，怒斥「佔中」；送上鮮花，慰問警員。然而，
「佔中」策劃者並不甘心就此罷休收場，他們還在蠱
惑學生「遍地開花」佔領旺、金、銅的主要街道。時
至今日，任何一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市民都應
該站出來，全力挺警、全力撐警，盡快恢復社會秩
序。

圖窮匕現「顏色革命」浮出水面
「佔中」到底是一場什麼行動？事實已經給出了答

案，它就是一場港版「顏色革命」。也許還有一些人
對這個定性有不同看法，認為學生是參與這次行動的
主體，學生是單純的。但是，我們看任何事情，不可
被表面現象所蒙蔽，多角度看、綜合看，才能做出正
確研判。對於非法「佔中」，我們要看是誰在領導，
而不是看誰在打頭陣；要看行動的目標、採取的方
式，而不是看漂亮的口號；要看造成的影響，而不是
看參與者單純的一面。
這場運動是誰在領導？最先浮出水面的是「佔中三
丑」，最近浮出水面的是外國勢力。美國《華爾街日
報》近日的《香港民主派應採取的聰明建議》一文又
為這一判斷增添了新的證據。該文分析了「佔中」目
前出現的問題和原因，指出了「佔中」要「成功」的
關鍵，對「佔中」行動能長期持續下去提出幾點指
令。圖窮匕現，後台老闆已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跳
到前台，指手劃腳。
這場行動的目標是什麼？最初打的旗號是「真普
選」，頗有「為民請命」的味道，如今「狐狸尾

學校升國旗豈能冒犯？
廬山

該如何計算 佔中 的經濟損失？

﹁
﹂

由於「佔中」所引發的爭議，早前新蒲崗李求恩紀念中
學，在原定舉行升旗禮的當日，突然即場舉行投票，讓在場
高中生表決是否應繼續進行升旗儀式，最終高中生的升旗禮
被取消，但初中生則按原定計劃升旗。此外，一些學校的學
生在升旗禮上，更背對國旗做出交叉手勢。
國旗所代表的是一個國家，是一個國家尊嚴的象徵，而
升旗禮就是體現國家尊嚴的一種莊重儀式。正因如此，但
凡舉行國際性運動會，在頒獎儀式上，總會升起得獎運動
員所代表國家的國旗，並奏起國歌，全體在場觀眾必須起
立，而升旗手在處理國旗時必定是隆重其事、畢恭畢敬。
即使是在戰爭進行中，軍人都會誓死保衛國旗，防止國旗
被污辱或被敵人奪取，甚至為此不惜捨命捐軀，可見一面
國旗背後所代表的國家尊嚴和精神是何等的神聖。回歸
後，教育局之所以頒布指引，明確列舉學校該舉行升旗儀
式的日子、場合、國旗和區旗的懸掛位置、國旗的大小尺
寸、升掛方法和所需注意事項，以及儀式舉行期間師生的
應有態度等。就是為了讓年輕人從小培養對國家的熱愛和
認識國家尊嚴的觀念。
因此，不論學校因為甚麼事情，舉行升旗禮以體現國家尊
嚴的儀式，是任何時候都不可偏廢的，更不容冒犯。因為愛
國心是每一個國民對自己國家與生俱來的一種責任和天職。
正如子女對父母的孝心、父母對養育孩子的責任心、公民對
社會的公德心等，都是任何人必須遵守的。早已被人類社會
奉為圭臬的道德規範，尚且不能拿來討論和表決，更何況是
一個國民對國家的忠誠和對國旗的尊重？對普選的爭議和對
國家身份的認同，彼此間難道有衝突嗎？難道和父母意見相
左，就可以成為不盡孝道的理由嗎？
同樣道理，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表示，作為教育工作者，
要時刻保持中立。但正正就是在關乎對國家認同、體現對國
家忠誠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身為教育工作者不僅不應中
立，反而要擇善固執，堅持原則，決不能動搖。因為愛國心
就像孝心和公德心一樣，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完全
沒有妥協的餘地。中學生心智未成熟，對於道德觀念的認知
處於形成期，為人師表就更有責任去確保他們在大是大非面
前不會走歪路，不會動搖，更不會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曾淵滄 博士

香港「佔中」行動發生以來，經濟損失有多大？這個問題
近日竟成為香港支持「佔中」與反「佔中」者之間的辯論話
題，因為不論是支持「佔中」或是反「佔中」者都知道，這
是一場民意戰，既然是民意戰，經濟損失的規模自然也是影
響民意的重要因素。
開始的時候，「佔中」發起人的設想是只佔領中環的金融
區。但是，「佔中」的演變很快就失控。現在，主力的「佔
中」參與者是學生，原「佔中」發起人變成靠邊站，學生
「佔領」的地區「遍地開花」，包括旺角、尖沙咀、銅鑼灣
這三個香港最重要的購物旅遊區，也「佔領」金鐘香港特區
政府總部、特首辦公室、立法會。如何計算經濟損失？有些
是很容易計量的，但又有些是不易計量的。
「佔中」開始的前幾天，「佔領區」的商戶擔心暴動，紛
紛關門不做生意，那時候剛好是內地十．一「黃金周」，原
本買入大量貨品等着迎接「黃金周」的內地旅客的商戶自然
損失重大，這類的損失是很容易計量的。
過去幾天，在白天參與「佔領」的學生人數逐漸少了，大
部分參與「佔領」行動的學生改為「課餘佔領」，只在晚上
下課後，周末不必上學時才前往「佔領區」。於是，商戶基
本上已恢復做生意，曾經一度停課的學校也復課了，基本
上，民生生活已逐漸恢復正常。現在，仍然可以容易計量的
實質經濟損失是交通癱瘓，現在「佔領區」的學生只在晚上
及周末出現，白天仍留守「佔領區」的人很少。但是，香港
警方仍然保持最大的克制，沒有拆走學生們放置於「佔領
區」的路障。因此，多條主要道路全面癱瘓，無法行車，所
有的人被迫乘搭地鐵與步行，路上堵塞的車龍長達 28 公里，
平日 5 分鐘車程的路變成 1 小時也不知道能不能到達，巴士停
駛、電車停駛、的士沒生意，這些損失人人看得到。除此之
外，還有許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損失，其中最嚴重的是建築工
程的停頓，建築材料不可能透過地鐵運輸，必定得由貨車在
公路上運送。「佔中」造成的交通堵塞，嚴重打擊了建築材
料的運輸，運輸出了問題，工地無材料開工，只好停工，工
地一停工，多少工人沒飯吃？還有校車停駛，家長得親自帶
孩子上學，然後才上班，其勞累之損失何其大？「佔中」的
學生們是低估了交通堵塞對民生所造成的影響、打擊。
金融市場面對的打擊肯定更大，不是股價下跌那麼簡單，
而是國際投資者開始覺得香港市場已失去其穩定的優勢，不
再穩定的市場，就很難成功集資。

巴」終於露了出來，換成了「要求人大收回決
定」、「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可見其真實目標
就是要挑戰人大權威、撼動基本法、推翻現政府，
扶持親西方的人物和勢力上台，繼而從香港撕開一
個口子，把火燒到內地去，這場行動背後的大戰略
是遏制中國崛起。
這場行動的影響怎樣？「佔中」至今，香港之亂，
乃回歸 17 年來前所未有，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世所罕
見。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沒有佔領主要街道，只是
佔領「立法院」；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只是
佔了華爾街其中一段，香港的「佔中」公然把交通幹
道堵死，讓市民無法出行，讓商家無法營業，讓政府
無法正常運作，讓客商望而卻步，如此不分是非、目
無法治，令人震驚！

襲警不斷 故意製造事端
筆者連續兩晚在旺角「佔領」區看見反對派的激進
組織，唯恐「旺角失守」，不斷堆加障礙物，運送鐵
馬，傳遞雨傘。在這個「動亂深淵」，示威者連續兩
晚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導致十多名警員受傷，最使
人憤慨的是，當有人犯法被捕時，他們就阻撓拘捕並
圍堵警員，完全視法治如無物。
香港警隊是一支高質素的隊伍，「佔中」20 餘天，
大批前線警員，身穿全副防暴裝備，與佔領者日夜周
旋，經常要連續工作十多二十小時，一度連吃飯飲
水、休息換班、負傷送院也被佔領者阻攔，面對雨傘
尖戳到面前和污言穢語都要百般忍耐，其中的艱辛、

勞累、屈辱，非筆墨所能形
容。然而，有人卻不斷煽風
點火，推動事件升級，這是
對 執 法 者 的 公 然 挑 戰 。 目 ■屠海鳴
前，「佔中」正在向「暴民
政治」發展，形勢繼續惡化，極有可能造成大量市民
傷亡，將香港社會推向危險邊緣。

挺警撐警 還香港一個太平世界
香港是我們的家園。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內地
社會和香港人自己，不會再有誰真正關心香港的未
來、愛惜港人的福祉。西方策動了「顏色革命」、
「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今天再看這些
「迎來民主自由」的地方，從伊拉克到埃及，從利比
亞到敘利亞，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局勢動盪，戰火
不斷，經濟崩潰，民不聊生，西方真正關心過那裡的
民眾嗎？如果香港衰落，那些為「佔中」鼓掌的外國
勢力不但不會幫助香港，而且會把責任推得一乾二
淨，反誣中國政府和港人。因此，香港市民一定要保
持清醒頭腦，為了大多數市民的利益，為了香港的未
來，「佔中」必須盡快結束！
香港警方承擔着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挺警嚴正嚴
厲執法，撐警保障市民安全，已是解決當前危機的關
鍵所在。值此關鍵時刻，全港市民應該全力支持警方
將違法者繩之於法，保護市民安全，恢復公共秩序，
維護法治尊嚴，還香港一個太平世界！

公民黨民主黨扣起民調的玄機
徐庶
廣大市民支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處置「佔中」的犯 問題都很有引導性，答問的人若果承認了第一個問題，就會贊同後
面的幾個問題。只要香港民意認為警方施放催淚彈是不對的，他們

法行為，更支持梁振英和曾偉雄維護香港法紀的表現。 提出的「梁振英下台」、「曾偉雄下台」就很可能得到受訪者的認
這說明了港版「顏色革命」得不到民意支持。公民黨和 同。
民主黨進行民調，本來是為「顏色革命」造勢，現在形
勢不妙，若把民調結果公開，豈不是更加暴露了公民黨
和民主黨的野心和美國「雨傘革命」的部署？於是，民
調急急收起來，毀屍滅跡，消滅證據，是最佳的危機處
理方法。
公民黨和民主黨近日分別進行了民調，結果顯示 52%民眾認同警
方在「佔中」發動前後所採取的必要措施。在「梁振英應否立即辭
職」的民調中，只有 32%民眾認為應該，而近 5 成認為「不應
該」，表明絕大多數民眾不贊成「佔中」提出的「倒梁」要求。
「警務處長曾偉雄應否立即辭職」的民調亦顯示，近 5 成人表示不
應該。可見絕大多數市民始終反對「佔中」，當「路霸」出現時，
許多市民的生計大受影響，當然明確反對。許多社會人士關注的
是，既然是公民黨和民主黨花了心血進行民調，當初的動機是什
麼？為什麼現在又把這個民調扣起來，不讓發表。其中有甚麼玄
虛？

說明「佔中」不得人心 神憎鬼厭
如果他們公布民調，就會有嚴重的後果。第一，說明「佔中」不
得人心，神憎鬼厭， 反對派將受到社會進一步的巨大壓力，必須停
止「佔中」。第二，美國老闆對「雨傘革命」寄望甚殷，如果公布
了民調結果，「雨傘革命」就會搞不下去了。以後，美國的大水喉
還會繼續放水嗎？不會了。所以，這一個民調，絕對不能公布。公
布出來了，這兩個政黨將會受到巨大的衝擊，今後將會泡沫化，中
間的選民大量地流失。
事實上，民調的調查時機是經過精心設計和挑選。9 月 28 日，反
對派和學聯宣布了提前「佔中」。接着，反對派移植了台灣民進黨
的悲情宣傳策略，夥同某些傳媒大力宣傳「特區政府使用了過度武
力，使用了催淚彈，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然後展開問卷調查，

高天問

結果，機關算盡，公民黨和民主黨陷入了民意危機之中。超過半
數香港市民認為，政府和警隊所採取的處理辦法是合理的。市民看
到三個重要的事實。第一，9 月 28 日，非法集會的人的確衝擊了政
府總部的警察防線。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會允許如此大規模包圍和
衝擊政府總部。如果美國人衝擊白宮，美國的軍警就會出動，所使
用的武力就不會像香港警察那麼斯文和低聲下氣了。第二，「佔
中」原來的口號是「愛與和平」、「非暴力」、「不抵抗」，原來
這些宣傳都是假的，衝擊政府總部的動作是非常暴力的，既拉動鐵
馬，而且使用雨傘攻擊，示威的人群那麼多，守護政府總部的警察
那麼少，警察唯一可以使用的辦法就是盡量保持和衝擊者的距離，
放催淚彈是不得已的手段。第三，連西方的記者也說是「雨傘革
命」，即「佔中」是旨在奪取權力的暴力行動。

公布民調將暴露「佔中」徹底失敗
香港市民清楚看到，包圍政府的人可以審查和批准警察的食水和
糧食補給，可以批准救護車是否能夠進入政府總部搶救暈倒在地上
的警察，非法的人沒有經過法律授權，凌駕在法律之上。香港市民
乘搭交通工具、使用道路的權利，都要佔領者的批准。世界上再沒
有比這樣的情況更為荒謬了。香港多數市民支持警察採取行動，實
際就是看清楚了「佔中」就是「顏色革命」，就是企圖奪權。如果
他們成功了，「一國兩制」就完蛋了，香港經過幾代人努力建立起
來的社會，就徹底摧毀了，後果將會萬劫不復。
公民黨和民主黨本來的如意算盤，是自己躲在幕後，讓青年學生
拿雨傘、戴上眼罩不斷衝擊警察防線。犯法的事，由學生們揹鑊，
他們保持清白之身，不必承擔刑責，隔岸觀火。但是，十月份的民
調，讓公民黨和民主黨大吃一驚，他們的詭計很難實現，被港人識
穿了。原來香港的市民心明眼亮，洞察秋毫，看清了「佔中」搞手
的殺人權謀和各種陰謀詭計，他們不想香港的法制和繁榮穩定被人
顛覆，大力支持警方在「佔中」發動前後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主張
維護法治的佔了壓倒性的優勢。公民黨和民主黨如果把這個民調公
布出來，就等於承認了他們部署了一年多的「佔中」徹底失敗了。

美國對港警說三道四 自暴「雨傘革命」黑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Jen Psaki）日前
對香港警方處理「佔中」示威者的手法說三道
四，促請香港當局就事件進行快速、透明及全
面的調查。這種說法，和香港「佔中」激進派
裡應外合，動作整齊。說明美國正是「雨傘革
命」的幕後黑手。
今年 4 月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訪美，會見副總
統拜登，就曾經談到「佔領中環」的策略和希
望得到美國支持的問題。美國 2010 年派遣楊甦
棣出任香港總領事，其實就是為了密謀策劃
「佔中」，把「港獨」和「台獨」串連起來，
最後推動港版「顏色革命」，為顛覆中國政權
做準備。根據香港報紙報道，現任美國總領事
夏千福頻頻會見香港的反對派頭頭，頻頻到校
園活動，為發動「佔中」出謀劃策。

精心策劃事件抹黑警方
「佔中」一爆發，就被西方傳媒吹捧為「雨
傘革命」，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美國
幾乎所有電視台都派出攝影隊到香港，巨細無
遺地傳播這場「顏色革命」，以為「雨傘革
命」一定會好像東歐和中東的「顏色革命」一
樣，改朝換代。但「雨傘革命」並沒有成功，
學生已經陸陸續續返回學校上課，堵塞的主要
道路逐步開通，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民意反
對「佔中」，要求恢復正常秩序。佔領者撤還

是不撤？多數學生主張撤退。美國控制的香港
代理人則不主張撤，美國更加不希望學生撤。
如果「雨傘革命」在香港失敗了，美國多麼沒
有面子。
要把「雨傘革命」撐下去，就要組織激進分
子長期佔領道路，衝擊警察防線，製造流血事
件。美國和其代理人另外一個心戰攻勢，就是
抹黑香港警隊，打擊警察士氣。所以公民黨派
出自己的黨員刻意挑釁警員，精心策劃一場警
察涉嫌向示威者「不適當動用武力」的一幕，
然後捉住問題大做文章。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拿
出早已寫好的發言稿，粗暴干涉香港事務，非
常露骨地支持佔領行動。美國為了一個聲名狼
藉的公民黨「長毛」，浮出水面，要求調查香
港警隊，說明美國和公民黨暗通款曲，暴露美
國要求把「雨傘革命」延續下去的險惡用心。
美國迫不及待跳出前台，讓七百萬香港同胞看
清楚美國的雙重標準，看清美國支持「佔
中」，搞「顏色革命」的陰謀詭計。

美國首先要交代美國警察侵犯人權事件
美國白宮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調查香港警
隊，禮尚往來，香港人也應要求美國政府盡
快對美國每日發生的警察侵犯人權事件作出
交代。
美國鎮壓示威和佔領行動，從不手軟。上世

紀 60 年代，美國鎮壓學生運動還出動軍隊，還
曾經開槍。1970 年 5 月，美國反對越戰的浪潮
風起雲湧，大批國民警衛隊向肯特州立大學手
無寸鐵的男女反戰學生射擊，當場打死 4 名學
生，打傷 11 名學生。 白宮一英里範圍之內，嚴
禁進行示威，遑論讓民眾佔領白宮外圍。但
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美國白宮發言人要求美國
警方「就事件進行快速、透明及全面的調
查」。
今年 8 月 9 日，美國黑人青年布朗在密蘇里州
聖路易斯市被白人警察槍殺。8 月 19 日，距布
朗被槍殺不過 10 天，離布朗被槍殺地點只有 6
英里的聖路易斯市北部地區，又一名黑人青年
被警察槍殺。白宮發言人有沒有公布調查結果
和處分的情況？
2011 年 10 月，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最
終被美國警察鎮壓。美國警方出動催淚彈及水
炮驅散，事件中約 135 人受傷。其間，美國警
察施放了幾百個催淚彈，是香港夏愨道催淚彈
87 枚的多倍。美國白宮發言人有沒有要求調查
美國警察為什麼要發射這麼多催淚彈？
我們還要質問白宮發言人，美國白宮門前如
果出現了好像香港政府總部門前的佔領行動，
示威者要檢查警察的裝備和食物，堵塞政府的
行車出入口，不准許美國總統和主要官員乘搭
汽車上下班，美國會採取怎樣的鎮壓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