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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投票」急剎停 搞手認衰
圖騎劫民意失敗 戴耀廷雙學等鞠躬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及學聯等原

定於昨天、今天兩晚在金鐘、旺角、銅鑼灣3個集會地點舉

行的所謂「廣場投票」，企圖「騎劫」民意，但昨日在投票

前數小時，主事者聲稱基於「佔領」者對今次投票有不同意

見，包括對議題的複雜性及投票的實際效用等，經討論後決

定擱置投票。「佔中」一眾主事者又承認，事前與群眾商議

不足，有關「投票」決定失誤，「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

聯同學聯及「學民思潮」等代表向支持者鞠躬致歉。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還路於

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簽名大行動，首兩

天共收集逾65萬個簽名，反應空前熱烈。市

民踴躍簽名支持警方執法，充分顯示廣大市

民不能再容忍「佔領」者脅持700萬港人當

人質，不能再容忍堵塞道路、破壞法治、禍

及民生的無法無天行徑。律政司司長以外的

全體政治任命官員簽名支持警方執法，亦顯

示特區政府維護法治的決心。簽名大行動表

達的主流民意非常明確，就是支持政府、警

方維護法治，盡快結束非法「佔中」。

過去兩天，簽名大行動一呼百應，不同界

別、不同行業、不同年齡段的市民，自發到

各區的街站簽名。港人一向包容忍耐，但過

去近一個月來，「佔領」行動已嚴重衝擊香

港的經濟、民生和法治。港人過去近一個月

「捱得好辛苦」，即使法庭已頒布禁制令阻

止繼續霸佔道路，但「佔領」者不但堅持不

走，而且仲惡過法官、警察、執達吏，更挑

釁和圍攻自發清場的行業人士。試看今日之

香港，竟是誰家之天下？法治尊嚴何在？被

佔領地區已步向暴亂邊緣，香港社會已瀕臨

無政府狀態，這種狀態再也不能延續下去。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非法「佔中」者竟

然可以霸佔香港東西南北通衢大道近一個

月，使各行各業和普羅市民受盡煎熬。這

意味着，對霸道者的仁慈，就是對忍耐者

的殘忍！香港人仲要忍幾耐？如果在世界

上其他城市，豈會容忍非法集結者長期胡

作非為！

就在香港「佔中」蔓延惡化之時，從18日

起，英國各大城市數以萬計的人湧上街頭抗

議削減工資，有示威者在英國議會廣場集

會，發起「佔領倫敦」運動。但僅僅隔了一

天，「佔領倫敦」活動的示威者就在議會廣

場上遭警方果斷清場。警方清除廣場上的帳

篷，並逮捕了 15 名示威者。一如 2011 年的

佔領華爾街運動、倫敦大騷亂一樣，都是以

警方果斷清場而收場。

香港屬於每一個香港市民，不容任何人非

法霸佔。社會對「佔中」的怨氣已達臨界

點，市民的怒火已達爆發邊緣。社會各界希

望警方盡快執法清場，是依循法治結束「佔

中」的必然選擇。簽名行動撐警執法盡快結

束「佔中」，而肆無忌憚破壞法治的人，最

終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

簽名空前熱烈 撐警結束「佔中」
學聯等「佔中」搞手昨日突然宣布，原定在

昨晚和今日舉辦的「廣場投票」將會擱置。事

實上，學聯提出的所謂「廣場投票」，不但投

票者只限支持佔領人士，是名副其實的「小圈

子投票」，而且公然挑戰基本法及人大決定。

「廣場投票」煽動示威者死撐違法訴求，等於

是將「佔中」引向死路。「佔中」已經無以為

繼，學聯等搞手的當前首務應是早日結束「佔

中」，而不是火上加油，激化對抗，否則只會

自陷絕境，無轉圜餘地。

「廣場投票」的問題，包括要求人大常委會

撤回政改決定、廢除功能組別、特首普選必須

有「公民提名」等，而投票人士則只限於支持

或參與佔領人士。然而，違法「佔中」影響全

港市民的生計和切身利益，佔領人士根本反映

不了社會上的主流民意。所謂「廣場投票」，

不過是要騎劫民意，偽造民意，扭曲民意，以

作為延續「佔中」的理據。這樣的投票有何公

信力和代表性可言？

「廣場投票」的問題原來問的是對「民情

報告」和政改多方平台的意見，但學聯卻突

然將問題改為要求人大撤回決定及堅持「公

民提名」，說明「佔中」搞手內部的激進勢

力佔了上風，故意將問題對準人大決定和基

本法，目的就是要將佔領者繼續綁上對抗中

央的戰車，居心叵測。所謂「廣場投票」，

不但投票人士經過篩選，問題也進行了嚴格

的審查，足證投票只是一場別有用心的政治

騷。

「廣場投票」將矛頭對準人大決定，只會

將自身置諸絕路死地。現時「佔領區」除了

一些青年學生之外，多是激進反對派人士及

其支持者。如果進行「廣場投票」，結果可

想而知。「佔中」搞手以至反對派都心知肚

明，人大常委會就本港特首普選所作出的決

定，其權威性不可撼動，也不會作出修改，

中央絕不會接納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方

案。「廣場投票」的結果只會令「佔中」更

難收場，示威者將無止境的佔領下去，屆時

所引發的民怨只會愈來愈大，而行動也終避

不過清場的命運。違法「佔中」造成嚴重社

會後果，作為組織者難逃法律責任。「佔

中」愈拖下去，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愈大，

「佔中」組織者的罪責就愈重。「佔中」組

織者有責任早日結束「佔中」，而不是再節

外生枝，令自己處境更加被動。

「廣場投票」只會將「佔中」引向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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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訴求「變臉」事件簿
●9月22日至9月28日：（發動首輪罷課）議題聲稱爭取「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的功能
組別、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政改三人組」引咎下台，並且曾要求梁振英到添馬公園與學
生對話。

●9月29日：（「佔領」開始後，學聯揚言行動升級，發起全港無限期罷工、罷課及罷市）
其間要求當局開放添美道及「公民廣場」舉行集會，梁振英與政改三人組下台，要求人大收
回政改決定，「公民提名」必不可少。

●10月21日：（學聯成員與政府對話）要求特區政府官員提交政改補充報告、爭取「公民提
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

●10月22日：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提出與中央官員直接「對話」，例如，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

●10月24日：（學聯及「佔中三丑」等提出在金鐘佔領區舉行「全民公投票」）撤回人大常
委會的政改決定、爭取「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政府要有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
圖。

●10月25日：（佔領區投票前夕）周永康倡議立法會議員辭職進行五區「公投」、進行全港
民間投票去強化港人立場及對支持「佔領」運動表態。

●10月26日：聲稱「廣場公投」的決定諮詢不足、倉促，市民未能深入了解投票選項，決定
擱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教育局
晚上特別發出聲明，反駁教協的批評，
指檢討通識科與近日「佔中」事件絕無
針對性的關連，當局更無接到任何政府
高層的指令，希望各界勿將社會上一些
「政治性」爭議滲入學校課程發展中。
近日有媒體報道指，參與「佔領」的

不少是學生，故有政府高層「下令」在
通識科削減涉及香港政治相關內容，並
增加香港基本法及「一國概念」等內
容。教協昨日表示，政府此舉是試圖減
少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和參與，聲稱反對
政府「以政治粗暴干預教育專業」。
教育局昨晚發表聲明指，新學制中期

檢討的第二個階段正繼續進行，有關其
他通識科課程及評估議題的回饋意見收
集及專業討論正同步進行，並於下月起
再作進一步諮詢，教師、大專人士、僱

主等在不同階段給予的意見，均會被充
分討論，以期全面制訂通識科中期檢討
的最終方案和長遠發展，預計於明年7月
公布結果。

按既定時間表推行檢討
教育局發言人反駁教協指，一向以

來，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均
以專業及「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原則，
按既定時間表推行檢討。檢討的不同活
動和討論乃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及考評
局專業地依照既定時序和需要而進行，
與近日「佔中」事件絕無針對性的關
連，更無接到任何政府高層的指令。教
育局希望各界勿將社會上一些「政治
性」爭議滲入學校課程發展中，並尊重
香港在課程發展和考核上的專業精神和
機制。

「佔中」行動被激進分子挾
持，愈走愈激，正逐步走向危險
邊緣。「佔中三丑」深知事態不
妙，「費煞思量」設計一個美麗

的「離場秀」，圖在昨今兩天舉行所謂「廣場
投票」，卻在臨門一腳突然「急剎停」。有反
對派人士透露，「三丑」及反對派議員只求抽
身離場，錯判形勢，以為凡事都會一呼百應，
但周初宣布「廣場投票」後，卻引來「噓聲四
起」，杯葛聲不絕。反之，建制派舉辦的「反
佔中、護法治」簽名行動就聲勢浩大，首天已
經取得32萬個簽名，兩者比較之下，「佔中」
便會相當之理虧，難以再打「民意所歸」的擋
箭牌，惟有將投票急剎停，另謀對策。

5組「話事人」各有算盤
該反對派人士透露，目前「佔中」行動，

共有5組「話事人」，分別是學聯、「學
民」、「佔中三丑」、反對派議員及民間團
體，但是各自有不同的盤算。「佔領」事件
發生至今，發生多宗衝突事件，反對派議員
及「佔中三丑」心知大事不妙，認為繼續拖
延下去的話，本身的支持度如倒水般流失，
下屆選舉可能會遭「滑鐵盧」，故此「離
場」心切。「目前大家(議員)擔心票債票償，
周永康（學聯秘書長）未經深思熟慮，便拋
出『請辭公投』，一眾反對派議員聽畢，立
即激到『七孔生煙』，學聯、『佔中三丑』
不用參選，毋須向選民交代，學聯更可以派
員參選攪局，但若議員辭職重選落敗的話，
誰負責？議員凡事都要以選票為優先，得罪
選民直接影響選情。」
對於所謂的「廣場投票」被急剎停，該反
對派人士透露，「佔中三丑」仍然「曼德
拉」上身，以為還可以「一呼百應」，拒絕
接受「無法控制場面」的事實，單方面宣布
所謂「廣場投票」，「其實只要在『佔領
區』內走一圈，所有人都不會支持，更有
『佔領』者批評多此一舉，只為『離場』製
造下台階，以及為自己尋求代表性，對外爭
取時，便聲稱已獲授權。」反對派人士形
容，願意留在佔領區的人士，都是主張撤回
人大決定、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及「公民提
名」的，「廣場投票」可以說是毫無建樹。
該反對派人士更稱，「佔中三丑」及核心人

物，多次宣稱稍後會向警方自首，「這一句外
人聽了，以為一派豪情壯語，但在『佔領區』
內的人無不擔心，你（三丑）會否將大家投票

的資料，一併交給警方。很多人都不想被認出來，否則
就不會整天都帶着口罩，一旦清場就會立即回家。」加
上，目前留守「佔領區」的人數有限，三區加起來，最
多一兩萬人，但「反佔中、護法治」簽名活動首天就有
32萬人支持，「兩者數目相差太遠，難以服眾。」

激進分子圖迫當局武力清場
另外，反對派人士透露，學聯等人對「離場」的立

場分歧。一些佔據旺角的「佔旺」主要人物，包括
「人民力量」、社民連、「佔中」後援會、土地正義
聯盟等，當獲知「佔中三丑」及反對派議員欲「離
場」消息後，立即「撲回」金鐘，積極參與每天的會
議，「死纏爛打」，企圖「力挽狂瀾」，成功「騎
劫」佔領話事權，令到「佔中行動」的言論轉趨強
硬，「近日旺角佔領區稍為平靜了，因為這批激進派
人士忙着返回金鐘開會，無暇理會旺角，這批激進
『佔中』者永遠都不會自願撤離，他們一心一意要迫
使當局武力清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戴耀廷及雙學等鞠躬道歉。 劉國權 攝

譚耀宗：「公提」超出基本法規定

■譚耀宗
資料圖片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昨日
公布擱置「廣場投票」決

定時稱，由於今次投票倉促、商討
不足，亦有很多不同意見，經商議
後決定擱置，又謂將來討論「佔
領」行動未來方向的時候，將會諮
詢多方面的意見，「為了尊重我們
倡議的民主精神，即使可能給人感
覺，我們的領導或組織上有問題，
有問題就有問題吧。在雨傘運動發
展階段，我們每個人都在摸索怎樣
走下去。」
學聯、「學民思潮」、「佔
中」等主事者，昨日下午3點半會
見傳媒，解釋擱置「廣場投票」
的決定。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承認
公投的決定諮詢不足、倉促，
「佔領」者未能深入了解投票選
項，「必須承認今次學生做錯
了。今次『廣場投票』的內容確
實議案複雜，推行過程倉卒，令
大家不能理解議案內容本來的含
意是甚麼。在這過程或交流之
下，大家都認為投票需要擱
置」。他又聲言，全國人大同樣
要有勇氣聆聽民意，撤回8．31決
定。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承

認，投票決定忽略民眾意見，向3
個「佔領」區的民眾致歉，「請求
大家原諒」云云。反對派「飯盒
會」召集人梁家傑則稱，「公投」
涉及群眾運動，要聽取群眾意見，
承認反對派的考慮未夠周詳，故擱
置公投回應民意，又揚言全國人大
也應順應民意撤回政改決定。

劉兆佳：組織者應速退場
對於違法「佔中」及學聯等團體

擱置「廣場投票」，對行動倉促及
未有足夠商討向公眾致歉。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指出，
今次投票準備較倉促，議題立場亦
強硬，撤回可能是避免令人覺得
「投票結果會減少與特區政府的對
話空間」。他又表示，由「佔領」
運動展開至今，佔領者多次錯過退
場機會，變得進退兩難，運動亦逐
漸被激進聲音主導，他認為，「佔
領」組織者現時應該盡早退場。
有在「佔領區」示威的市民認

為，「廣場投票」並沒有意義，所
以應該擱置。亦有人認為，設立
「廣場投票」的目的並不清晰，學
聯等人應該以問卷調查收集在場人
士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民
建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時強調，目前學聯所要求
的「公民提名」，是超出香港基本法
規定。政改應一步步實踐，急於求成
或適得其反。他並提醒示威者，香港
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區，包括政改
和特首任命都要中央通過。
對於近期支持及反對「佔中」活動
中都出現暴力行為，譚耀宗表示，無
論是「佔中」、反「佔中」、撐警，
都不應該有暴力行為，因為這是違法
行為。對於「佔中」阻塞了很多主要
的道路，譚耀宗呼籲學生和團體，思
考應否改變抗爭模式，特別是特區和
中央政府都已聽到他們的意見，而任
何人做的事，都應該是爭取更多人支
持，不是要更多人反感。就學聯聲稱
「自首」便可彰顯法治，譚耀宗駁斥
說，這就等於有人去殺人，只要最後
去「自首」便可以，這嚴重衝擊了法

治觀念。
譚耀宗希望，第二輪政改諮詢可以

盡快啟動，並呼籲大家能夠以理性、
務實的態度去討論，不再各自堅持己
見。至於將「不合作運動」帶到立法
會，譚耀宗認為，這樣會令很多事情
都無法做到，因此希望議員停止「不
合作」，贊成與否都應投票表決，而
不是無限期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