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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期
在倫敦上竄下跳，極力
游說英國政府官員「出

聲」支持香港非法「佔中」；到法院高呼香
港已經沒有法治；在《金融時報》撰文稱英
國有「道義和責任」聲援非法集會，忙得不
亦樂乎。誰知倫敦政府官員、法院院長、資
深政客並不買他的賬，反而列出充足的事實
反駁彭定康的無理、無知，讓這位道貌岸然
的末代港督在倫敦慘成「千夫指」。
英國上議院發言人華萊士認為，香港警方

處理非法「佔中」的做法「適當」，香港法
律得到警方的實質維護和遵守；在政改問題
上，英國不應催化類似「阿拉伯之春」和
「顏色革命」的動亂在香港出現，循序漸進
的「改革、磋商」才是最佳選擇。英國最高
法院院長紐伯格勳爵在《金融時報》發文表
示，「直至目前，我依然沒有看到任何削弱
香港司法獨立的跡象出現」。
前港督衛奕信在英國上議院關於香港問題

的辯論中表示，香港警方處理「佔中」的措
施恰當，對香港警方的忍耐和獻身維護法治
的精神表示讚揚，並指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
中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衛奕信是
1984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和
北京共同擬定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6年12月，原港督尤德在訪問北京期間逝
世，衛奕信隨後接替尤德擔任港督，1992年

卸任後，由彭定康接任港督職務。

特區對「佔中」表現容忍
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英國歡迎中方確認

香港特首選舉由普選產生，認同世界上沒有
完美的普選制度，強調支持香港循序漸進過
渡至普選。事實上，英國人殖民統治香港的
100多年裡，不要說普選，「選舉」兩個字也
只在英國1997年撤離前才出現。《中英聯合
聲明》沒有條款規定特首須要由普選產生，
是北京自己提出來讓香港居民擁有更多權
利，並寫入基本法。彭定康在題為《英國有
責任為香港發聲》的文章裡，也不得不承認
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港人缺乏選擇自身管理
者的能力。
在香港被英國人殖民統治的100多年裡，如

果有香港人敢衝擊英軍，會立即被擊斃；媒
體只要發表涉及英國人利益的文章，就隨時
會被關閉；1967香港民眾在內地文化大革命
影響下，開展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活動，被
港英當局稱為暴動。警察不僅以催淚彈、警
棍等驅打群眾，還發佈緊急法令，實施宵
禁，封閉許多學校及報社，幾百人被遞解出
境。導致51人喪失性命，800多人受傷。
今日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在處理非法「佔

中」及應對激進分子的挑釁中，則表現出極
大的容忍和克制，也沒有關閉煽動非法集會
的報社。彭定康稱香港已經沒有法治、民主

和自由，既說明其無理，也證明其無知。

彭記「炸彈」阻香港發展
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年代，新僑中學因為

懸掛中國國旗和唱國歌，受到港英當局的責
難；被港英當局強行取消或關閉的華人聯
會、報社和團體超過200間。香島中學校長因
為講「港人應該愛中國」而被驅逐出境；大
批愛中國的電影、文藝工作者遭非法逮捕和
迫害等說明，香港回歸後，市民享有比英國
殖民時代更加多的自由和民主。
非法「佔中」是有組織、有預謀的違法行

動，是刻意挑戰法律、混淆是非、無視居民
福祉的霸道行動，受到香港大多數民眾的強
烈譴責。警方依法嚴格辦事，是為了確保社
會秩序和安寧，捍衛公眾安全。華盛頓、紐
約、倫敦等西方「民主」城市，也都不會容
忍非法集會、霸佔道路。美英警察對付非法
示威者，不僅發射催淚彈，使用武力的強度
也比香港警察嚴厲得多。
正是彭定康，在就任末代港督和英國不得

不撤離香港前後的日子裡，在政制、民主、
自由等諸多領域給香港埋下了許多危害港人
安全的「定時炸彈」，給香港政權順利交接
製造了巨大障礙，既破壞了中英合作，也埋
下了不信任的禍根。彭記「定時炸彈」，至
今仍然讓香港民眾心中留下難以彌補的情感
隔閡，阻礙了香港的民主發展。

彭定康在倫敦上竄下跳慘成「千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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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否認干預和操縱「佔中」，很快
就「穿煲」，自暴其醜，越抹越黑。美國前高官兼軍
事政策顧問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日前接受當
地電視台訪問時，就直言梁振英特首的指控並非毫無
根據，因為的而且確有不少美國領事館人員負責策劃
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並提供了數以百萬計的資
金。白邦瑞又比較了今次「佔中」行動與1989年的
「北京民運」，認為兩者有很多類近之處，例如本港
學生組織領袖同樣向國家領導人發出公開信，並要求
得到回覆等，此舉無可否認挑戰到國家主權。

美國介入「佔中」的四個方面
美國支援「佔中」，牽涉政治上、金錢上 、策略
上、人員訓練四大方面的介入。首先是政治上的支
持。反對派醞釀「佔領中環」已經有年多的時間，李

柱銘一直公開表示自己組織和參與了「佔中」行動，
並且說自己不怕坐牢。今年4月，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收
到美國白宮的邀請，跑到了白宮，獲得了美國副總統
拜登接見，李柱銘向美國副總統談到了反對派的「佔
中」計劃，並要求美國大力配合，向中央政府施加壓
力；他更大談香港的「民主」取得勝利，對於美國處
理中美戰略關係也有好處。拜登強調了美國「全面支
援」香港的民主運動。
香港並不是美國的一個州，出動副總統支援香港的

「佔中」和所謂「真普選」，難道美國不是心存大
欲，企圖操縱反對派及其行動嗎？「佔中」發起人戴
耀廷，曾經當過李柱銘的政治助理，兩人關係密切。
李柱銘又能影響民主黨和公民黨，美國人控制了李柱
銘，自然就能影響戴耀廷及上述兩個政黨。去年10
月，李卓人、朱耀明等赴台灣與施明德會面，為「佔

中」向施明德取經，此行乃李柱銘游說而起。李卓
人、鄭宇碩、朱耀明到台灣去，和民進黨結成了攻守
同盟及「命運共同體」，搞什麼「今日香港 明日台
灣」，共同破壞「一國兩制」；為外部勢力通過「華
人民主書院」訓練「佔中」組織骨幹，傳授鬥爭策
略，不少香港年輕大學生接受了培訓。學甚麼？課程
的內容是甚麼？其實是學美國人在許多國家進行「顏
色革命」的經驗，裡面有如何組織群眾到廣場，怎樣
進行談判、怎樣推倒政府的具體策略，當然也少不了
在廣場進行暴力鬥爭的策略。
黎智英後來又搞了一本「佔中」教戰書，他囑咐台

灣《蘋果日報》的李月華向民進黨人收集了街頭鬥爭
的戰術。黎智英的助手葉一堅在電郵中曾向黎智英出
過主意，認為如果黎智英直接捲入「佔中」，難免令
人以為有美國的背景。連《蘋果日報》的高層也認為
美國色彩濃厚，就很能說明問題。

策動「港版顏色革命」達到「軟政變」
在「佔中」的戰術策略方面，美國通過了迂迴渠

道，散佈了美國特工夏普策動「顏色革命」的教戰經
驗。夏普的書簡直是一本「顏色革命」的「聖經」。
在哈佛大學的支持下，夏普於1983年創立了艾伯特．
愛因斯坦研究所，該研究所由索羅斯基金和美國國家
民主基金會提供資助，訓練人們學習「非暴力的戰爭
方式」的理論。多年來，夏普一直與北約和中情局合
作，從事訓練特工的工作，這些特工遍佈緬甸、立陶

宛、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台灣，甚至委內瑞
拉和伊拉克。在過去20年，在美國支持下所發生的所有
「軟政變」，幾乎都與金．夏普及其同僚羅勃特．赫爾
維有關，後者是一名退休的美國軍隊情報專家。值得注
意的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六四事件」前兩
個星期，夏普正是在北京。「顏色革命」的手冊由台灣
轉口，改頭換面，再增加了一些台灣民進黨的鬥爭方
式，就變成了「華人民主書院」的教材，然後成為了
「佔中」者屢次衝擊警察防線的戰術。
「佔中」的金錢哪裡來？香港市民都清楚知道，主要
來自黎智英及美國民主基金會。中文大學的美國中心，
也是一條大水喉。所以，「佔中」的廣告費，高達350
萬元，全部由有美國海軍情報系統關係的馬克西門直接
支付給報社。至於李卓人收取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屬下機
構二十年的捐款，累計起來達到了二千萬元，一直秘而
不宣。而黎智英的金錢又從哪裡來？當報章刊出了他和
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福維茨秘密出海密會，就可以知
道事情的真相。一個經營《蘋果日報》和電視台虧損纍
纍的大亨，每一次都絕處逢生，無端端獲得了意外橫
財，誰都知道這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別津貼。轉了一個
彎，由黎智英出面捐出四千萬元，控制了主要反對派政
黨，這是否一種政治的控制？
現在這些收了「黑金」的反對派議員，全面參與了

「佔中」行動，又撲出來為「美國控制佔中」的批評
洗脫，並反擊特首，就更加能夠說明「黑金能驅鬼推
磨」的威力。

高天問

美國在港搞「顏色革命」證據確鑿 還要甚麼證明？
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指佔領行動有外國勢力介入。反對派議員擔心自己的

老闆被揭發浮出水面，護主心切，聯署去信特首辦，「強烈譴責外國勢力介入」言論，要
求梁振英拿出證據，「勿信口雌黃」。與此同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回應傳媒查詢時亦
表示，美國無操控香港任何人、團體或政黨，有關說法是轉移香港問題視線云云。主子和
奴才就同一個題目發聲，說明了他們是同坐一條船的同謀者。「此地無銀三百両」，恰恰
說明了美國和香港反對派政黨有很緊密的勾結。美國人從政治上、金錢上 、策略上、人員
訓練方面，都向反對派和「佔中」搞手提供了大量援助，給予了大力支持，證據確鑿，反
對派還要甚麼證明？

■楊莉珊

反對派經常口口聲聲指責特區政府漠視民意、倒行逆施，但原
來好此道者正正就是他們，對不合心意的民調結果竟然秘而不
宣，事後更詭辯稱這些民調只供內部參考。這種醜行若不是被傳
媒揭發，恐怕廣大市民會被滅聲於無形，充分暴露出反對派的虛
偽。
自「佔中」爆發以來，反對派深知唯一可以把整個非法行動合

理化的工具就是民意，於是出盡法寶搶佔輿論高地，並企圖透過
民調製造「佔中」得到公眾支持的假象，但結果卻變成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日前，媒體得到一份公民黨在本月中所做、卻從未
曝光的民調報告，當中顯示共有52％的受訪市民「非常同意」或
「同意」警方在9月26至28日期間處理示威的手法，反映大多數
市民理解警方當時在迫不得已下動用催淚彈的決定。至於「佔中
三丑」及學聯頭頭等不斷叫囂要特首梁振英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下台，其實分別只有32％和31％的市民認同。
與此同時，一份民主黨較早前所做的民調同時曝光，結果顯示總

共有75.4%的市民認為，「佔中」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
響」或「有影響」。被問到能否接受這些影響時，合共65.4％的市
民表示「不可接受」或「完全不可接受」，印證「佔中」從一開始
就已經不得民心。另一方面，高達58％的市民認為議員應該對符合
人大框架的普選方案投贊成票，對反對派而言又是一記悶棍。
即使反對派在上述兩個調查中，故意加入具引導性的問題，例
如問特首梁振英應否立即辭職，就刻意使用「對付示威者」等偏
頗字眼，企圖誤導受訪者，但這些下流的手段又怎能蒙騙廣大明
察秋毫的市民？事實擺在眼前，社會大眾從一開始便普遍認同警
方的處理手法、不接受「佔中」；更重要是，大部分市民支持按
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落實普選。一切都證明，廣大
市民早就看穿反對派串通外國勢力搞「佔中」，企圖反對基本
法、破壞「一國兩制」的圖謀。反對派眼見這些民調結果竟然和
自己的預期大相徑庭，為免尷尬，於是乎索性留中不發。反對派
終日義正詞嚴地高喊反對篩選，自己卻私底下篩選民意，真是何
其諷刺！
其實反對派篩選民意，選擇性發放有利自己的資訊，又何止這
一次？例如在曾健超涉嫌被毆一事上，反對派不斷指責警方濫用
武力，卻對曾健超事前向警員潑水挑釁一事輕輕帶過；又例如針
對旺角發生多次警民衝突，反對派只管批評警方粗暴對待示威
者，卻對佔領人士多番蓄意辱罵警員、搶奪鐵馬，並以雨傘骨刺
向警員臉部等行為裝聾扮啞。但儘管反對派如何扭曲事實、巧言
令色，民意仍然不站在他們那一方，證明「佔中」在廣大市民心
目中不僅沒有市場，簡直就是與民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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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至今已展開二十多天，從9月28日佔領政府總部外夏
愨道，到後來擴展至金鐘及灣仔一帶，甚至銅鑼灣和旺角。筆者
自2013年戴耀廷提出「佔中」開始，就在不同場合清晰表達自己
反對非法行為的立場，提出對「佔中」影響本港法治、經濟發展
及社會和諧的憂慮。但無論如何，「佔中」已成事實，筆者與不
少市民的憂慮亦一一浮現，日下無論大家屬何方政見，也有需要
考慮香港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下去。
「佔中」發起人最初稱只發動成年人尤其四十歲以上的市民参

與，但到了今天，我們都清楚看到行動的主體是學生和年輕一
輩，也有不顧父母反對走上街頭的初中生，也包括如大專生等教
育水平較高的一群。他們對香港民主發展有理想有抱負是好事，
但他們也應該明白在表達意見過後，須理性地思考在現實的政治
制度下，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而繼續佔領行動，不單令他們，
亦令社會付出高昂的代價，且於事無補。
從另一角度審視，正如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指出，「佔中」始終

是非法行為，參與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和法律責任。其次，即使
佔領者無懼犯法，他們都需要明白佔領街頭確實影響其他市民的
日常生活，例如上班上學，交通運輸，對於大小商舖的負面影響
更是有目共睹，民怨因而四起。對於政治信念不同的其他香港市
民造成的影響，參與者必須考慮和回應。而行動已對不少中小企
或小商户的生意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更非一聲道歉就可說服商
戶接納這些本來不應有的損失。
從外國媒體的報道，多是反映和同情示威者的訴求，但市民對
盡快回復社會秩序的訴求，就沒有被充分表達。事實上，民意並
非只有街頭上示威者的訴求，也包括了其他為保生計每天上班，
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和希望按基本法實現普選等等的聲音。
早前美國《紐約時報》就引述一名華府高層官員，指出美國不希

望中美關係受香港的「佔中」影響，白宮也無意捲入這場風波。早
前中國外長王毅到訪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克里舉行會談，克里重申
美國政府支持香港按照基本法實行普選，而王毅外長也重申香港事
務是中國內政，各國應尊重中國主權。對於極少數妄想外國勢力介
入香港事務的人來說，華府的態度無疑是一盆冷水。
在香港事務的問題上，即使國際關注「佔中」，對香港局勢也

不可能起任何正面作用，而繼續佔領也對其他市民造成持續的負
面影響。事實上，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我們的民主化是必
須跟從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進行，學生和年輕一輩必
須明白，並透過理性討論，及早回到和平法治的大道。

楊莉珊
北京市政協常委 「佔中」步向暴亂 以小童作人盾可恥

佔領行動已超過3個星期，旺角是發生
最多衝突的佔領區。連日來，在旺角非法
集結的人士重新堵塞大範圍路段，更有部
分激進和滋事分子配備頭盔、眼罩和保鮮
紙，以膠軟墊包裹手臂，手持雨傘，有計
劃、有組織地不斷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導
致數十名警員受傷。

蓄意將佔領行動引向暴亂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批評，示威者有組

織地暴力衝擊，視法紀如無物。煽動衝擊
的帶頭滋事者是已知激進組織的活躍分
子，經常組織、策劃及指揮各式各樣的衝
擊行為，並在多處挑釁警方人員，刻意、
有計劃及多次衝擊警方的警戒線。警方指
出「旺角非法集結正步向暴亂邊緣」，這
是最嚴厲的一次警告，預示大規模衝突風
險極高。激進組織蓄意將佔領行動引向暴
亂，目的就是要製造惡性衝突甚至流血事
件。
高等法院頒布臨時禁制令，禁止佔領

旺角及金鐘馬路。禁制令頒布後，無論如
何，家長必須立即帶同兒童離開非法集結
場地。但是，兩個佔領區都有集會人士表
示堅決留守。學聯表示尊重法庭裁決，但
不會撤出佔領區。在此情況下，社會要警
惕有人繼續以兒童作為人盾堅持佔領行

動，絕不能容忍這種反人道的危險行為。
以兒童作為人質或人盾，是恐怖主義的

顯著特徵。例如2004年9月1日的別斯蘭
人質事件，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大規
模的人質劫持事件之一，有1200多人被恐
怖組織劫為人質，其中70%是兒童。恐怖
分子對解救人質指揮部威脅說：如果一名
武裝分子被打死，他們將殺死50名兒童；
如果一名武裝分子被打傷，則將殺死20名
兒童作為報復。人質事件最終導致331人
遇難，包括186名兒童。

反人道的危險行為
非法「佔中」行動以小童作人盾，與

恐怖組織以兒童作人質的行徑十分接
近，都是必須強烈譴責和反對的反人道
的危險行為。值得警惕的是，警方發現
有家長帶同兒童在旺角被霸佔地區非法
集結，曾派出談判組人員到場勸喻他們
離開，但遭拒絕。一些家長對帶同未成
年子女參加非法集結視為參加嘉年華活
動，不少更是親子組合，有家長純粹帶
同兒童「到此一遊」拍照留念，用來布
防的雨傘與鐵馬是最佳景點。亦有家長
「實地教學」，聲稱不害怕警方會清
場，更指每年香港都有多場遊行，沒有
需要驚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體驗社會

運動，能明白
「佔中」理念
云云。
旺角有示威

人 士 抗 爭 之
餘，不忘娛樂，不單進行足球、籃球、乒
乓球等娛樂活動，甚至打邊爐吃吃喝喝，
這種把佔領地點變成娛樂的嘉年華場地，
已經引起各界強烈的反對聲音。而一些家
長將帶同未成年子女參加非法集結視為參
加嘉年華，做法更加糊塗和荒唐。正如警
方強調，由於非法集結人士的行為越來越
激進，任何人士帶同兒童到高危地區，均
有機會令他們在衝突中受到傷害，警方強
烈譴責此種行為，認為這是極不負責任及
危險的行為。
被西方媒體稱為「雨傘革命」的違法

「佔中」行動，迅速演變為大規模騷亂後
已超過三個星期，越來越清晰顯示出「顏
色革命」的性質。港版「顏色革命」不僅
撕下了「和平佔中」的假面具，而且正步
向暴亂邊緣，其中以小童作人盾的可恥做
法，更與恐怖主義行動不遑多讓，社會各
界必須強烈譴責。一些糊塗家長亦須糾正
參加嘉年華的荒唐心態，不要帶同自己未
成年子女去犯險。魯迅當年大聲疾呼「救
救孩子」，這些家長現時尤須聽取！

激進分子滲入旺角佔領區，引發連場衝突，上周末連續兩晚暴力衝擊警方防線，佔

領行動正步向暴亂邊緣。在這高危時刻，竟有家長帶同小孩，甚至推嬰兒車走到前

線與警方對峙；亦有網民在社交平台號召帶小童到旺角作「人盾」。這些行為極其可

恥，與恐怖組織以兒童作人質的行徑十分接近。香港社會絕對不能認同，必須予以強

烈譴責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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