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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宣布，今日恢復教學工
作。他解釋不是退場，只是根據個人可承擔的極限，
作出有限度的調校，又指最終會向警方自首，但暫時
未有時間表。學聯與學民思潮則認為戴耀廷是否留在
廣場，對「佔中」完全沒有影響，關於現場的糾察管
理和防守工作，早已經有人組織起來，這一些工作並
不是和戴耀廷有關係，所以戴耀廷是去是留，對「佔
中」沒有影響。戴耀廷和「雙學」已經出現明顯分
歧，所以分道揚鑣。雙學自視甚高，認為沒有戴耀廷
和政黨後援已不重要，他們有能力繼續佔領下去。

戴耀廷本來計劃見好就收
早前，戴耀廷和反對派政黨中人在秘密商量進行

「廣場公投」， 希望炮製選擇退場的投票結果，然後
讓「佔領運動」遍地開花。所以，《蘋果日報》已經

印製了「我要真普選」的標語，分發給佔領者各自回
到自己的學校、住宅區到處張貼這些標語，然後再發
動「不合作運動」，《蘋果日報》甚至已經刊出有關
新聞報道，教唆佔領者將來可以在交稅的時候給予政
府麻煩，例如交一萬元的稅款，每一次只交一元，癱
瘓政府部門運作。《蘋果日報》連續幾日游說學生退
場，包括刊登王丹的文章，勸說學生要有失敗的準
備，保留實力，為民主播種 ，最為重要。

《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佔中三丑」、反對派
政黨的頭頭採取的是短期突襲策略，只要「佔中」造
成聲勢，見好就收。所以他們原先計劃是10月1日到
10月5日，癱瘓政府，癱瘓街道，在國際上造成影響，
成為國際新聞，得到美國的支持，就大功告成。黎智
英和反對黨為「雨傘革命」立了大功，今後美國老細
就會源源不絕「泵水」，長吃長有，何樂而不為？

激進反對派騎劫「佔中」
怎料到，本來充當「佔中」炮灰的學生軍，經過長

期佔領行動後，反而成為「佔中」主力，「雙學」的
頭頭掌握了領導權，政府還與學生舉行對話。「雙
學」的頭頭頭腦發熱，如曼德拉上身，認為要繼續激
進路線，提出諸多非分要求：要求特區政府提交的民
情報告，要有憲制效力；要落實「公民提名」，要取
消立法會功能組別，更要人大常委會撤銷「831 決
定」。這種行為無異於堵死退場的出路，製造了一個
無限期佔領的死局。「雙學」變得如此激進，連負責
代表反對派政黨與「雙學」溝通的戴耀廷也感到形勢
不妙，沒有辦法影響「雙學」退場。佔領的其他組織
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更激進，提出要「守住廣場，不
讓半步」，獲得「雙學」的讚賞，兩種激進力量如膠
似漆。

退場與否為選舉算計
本來，戴耀廷企圖以「廣場公投」為包裝，動員政

黨人物影響支持者，透過「公投」作出退場決定。但
是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看穿了公民黨和民主黨的心
思，也看穿戴耀廷只搞金鐘的投票，故意把旺角和銅
鑼灣的佔領者排擠在外，不得投票，因為這兩個場地

的佔領者最為激進。於是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通過
手機向佔領者發出信息，批判「廣場公投」毫無必
要，只不過是為退場留下伏筆，又攻擊「公投」決定
沒有諮詢示威者。他們堅持沒有成功推翻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要繼續佔領下去。於是旺角和銅鑼灣出
現鋪天蓋地的「我要真普選」大字報，出現「戴耀廷
是希特拉」的標語和圖片，還出現了一首打油詩：
「爆頭之時血長流，雙學三子唔蒲頭，危急關頭無留
守，談判完全無厘頭，返來叫人去自首。」激進思潮
席捲了三個佔領區。戴耀廷察覺不撤退已成為廣場的
主流民意，「廣場公投」已經輸定。所以，反對派政
黨也只好主張撤銷「廣場公投」。

戴耀廷還察覺到，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不僅反對退
場，還蓄意製造流血的衝突，他戴耀廷根本就駕馭不
了「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更阻擋不了流血衝突，
「佔中」已經失控。但是，他作為發起人，也作為一
個現場指揮者，如果出現流血事件，他就要承擔罪
責，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卻可以置身事外。這對於戴
耀廷來說，是非常不利的。「雙學」也明顯傾向於永
不撤退，寧願讓學生流血。因為流血，對吸取激進年
輕人的選票最為有利。在此形勢下，公民黨和民主黨
就在打算盤，如果出現流血局面，他們將會吃大虧，
將會失去大量中間選民的選票。

高天問

佔中開始崩潰 反對派陷內訌混亂
出於選戰的考慮，公民黨和民主黨決定讓戴耀廷回到學校復課，希望帶動學生回到學校。

公民黨和民主黨擔心，民意消耗戰已經把他們的民意基礎消耗得差不多了，「佔中」拖延得

越久，選舉的前景就越暗淡。熱血公民和人民力量則認為，只有不撤退，才能搶到更多反對

派激進選民的支持，選舉的時候就可以全力攻擊公民黨和民主黨半途而廢，出賣民主。反對

派已經出現內訌和混亂，互相算計，說明「佔中」開始崩潰。

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議員何俊仁聲
言，違反禁制令不代表不尊重法治，
形容大家都是「被迫犯法」。有大律
師資格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不認為目
前法治受到破壞，稱禁制令僅由單方
面提出。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公民黨
黨魁梁家傑認為，示威者留在現場不

代表是挑戰法律。這三個法律界的政客，暴露他們無
法無天的真正面目。

他們一天到晚都說「佔中」是「公民抗命」，法院會
體諒示威者抗拒禁制令的行為。這種說法是完全違反
「公民抗命」的原來意義的。馬丁路德金、甘地的公民
抗命，都是反對具體的不合理法律條例，引起公眾注
意，修改這些條例。他們從來都沒有反對憲制和憲法性
的文件。馬丁路德金反對的是黑人和白人不能同坐一架
巴士的荒謬條例，甘地反對的是海鹽專賣的法例。他們
的行動針對法例得益者和執行者，絕對不會傷害憲法，
更加不會傷害無辜的平民百姓，把民眾當作人質。香港

的「佔中」，公然挑戰基本法，挑戰「一國兩制」，挑
戰中央主導和決定香港政制發展的權力。「佔中」最離
譜的是，拿七百萬人的利益作犧牲品。這明顯不是「公
民抗命」，而是踐踏法治。
無論是刑法和民事案件，一經法院判決，各方就要

執行判決，不可能用其他荒謬的理由詭辯，實際上不
予執行。如果這樣，就構成藐視法庭罪名。高院延長
旺角及金鐘的禁制令，法官區慶祥提醒，任何人都要
遵從禁制令，協助及慫恿違反禁制令的人士，亦是藐
視法庭。高院上周一頒布臨時禁制令後，反對派和
「佔中」主事者協助及慫恿佔領人士違反禁制令，顯
然觸犯了藐視法庭罪。
如果法院的判決可以明目張膽不予執行，香港的法

律基礎就被破壞了。法院的判決再也沒有人理會，七
百萬市民再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律師作為法律工作者更加要帶頭遵守法律，保障
法庭的判決得到落實。如果律師公開煽動群眾破壞法
院的判決，法院的權威掃地，將來律師和大律師都沒
有飯吃。
現實是，這些法律界政客，把法院當成他們的婢

女，有政治利益的時候，就不斷進行司法覆核，要法
院保障他們的利益；當他們要破壞別人的利益時，就
說不必理會法院的禁制令，把法院的尊嚴踩在地下。
這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作為法律的守護者，如果口
是心非，蓄意破壞法律，是不能夠擔任律師或者大律
師的。

三訟棍言論涉藐視法庭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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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據報
道，全國政協常委會今日會議議程包括
表決免除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的全國政協
委員職務。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證實消息，並引述會議
文件指，全國政協常委會認為田北俊早
前建議特首梁振英向中央請辭的言論，
違反了全國政協委員今年3月有關支持
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的決議。
他又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日指，
免除議案是對事不對人。
違法「佔領」行動擾亂社會逾一個

月，田北俊日前公開發表言論稱，香港
快淪為不能管治，特首梁振英應考慮向
中央請辭。

陳永棋：免職議案今表決料通過
全國政協常委會昨日下午在北京舉行

小組會議，有消息流傳「免除田北俊的
全國政協職務」是議程之一。陳永棋會
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證實消息，並引述文
件提到田北俊早前公開叫特首辭職，違
反了全國政協委員於今年3月有關支持
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的決議，
該免除職務議案今日下午會表決。

引俞正聲指議案對事不對人
他估計，根據過去的經驗，議案通過

的機會很大，又透露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等前天邀請來自港澳的全國政協常委
晚宴時，特別提到是次免除田北俊職務
的議案，是對事不對人，「這件事是針
對事的本身，不是針對田北俊先生，所
以田北俊先生在中央的眼中，是愛國愛
港的人士，大家還是朋友。」
陳永棋還透露，自己當場問到全國政
協委員今後是否仍可批評特區政府或特
首，得到的答案是可以的。他說，「支
持（特區）政府，你可以批評政府，支
持特首，亦可以批評特首。但決議是支
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你叫
他（特首）辭職，就不是支持他了。」

政協常委會可處分違規委員
根據全國政協章程，任何政協委員如
果嚴重違反政協章程、全體會議或常委
會的決議，常委會可以依據情節，警告
處分或撤銷委員資格。
田北俊至今仍未有回應事件。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認為，田北俊倘被免職，並
非「算賬」的問題，而是全國政協委員予人感覺是可
以反映中央政府政策及立場的人士，因此中央不容許
任何人傳達梁振英不獲中央支持履行職務的訊息。

促特權法查瀆職
反對派喪飲「黎水」

CY：續力解住窮老環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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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自稱「壹傳媒股民」者向傳媒踢爆，黎智英向
香港反對派「泵水」4,000多萬元，包括5名現任

立法會議員，其中涉嫌以個人身份接受黎智英鉅額「政
治獻金」的，包括工黨主席李卓人先後獲資助兩筆共
150萬元、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先後獲兩筆共100萬元、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獲30萬元、公民黨議員毛孟靜獲50
萬元、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獲50萬元，但未有根據議事
規則向立法會申報。

長毛阿人Miss毛袋巾阿涂遭投訴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對

5名立法會議員的投訴，包括梁國雄、李卓人、毛孟靜、
梁家傑及涂謹申，指他們在兩年間涉嫌收取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的捐款而沒有作出申報，違反議事規則。
數十名「保衛香港運動」成員昨日下午到立法會外請
願，高呼「黑金泛民做漢奸 招攬學聯做走狗」等口

號。「保衛香港運動」表示，他們連日來在街站收集到
3,800多個市民簽名，希望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能夠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有關
人等，深入調查議員涉嫌瀆職的行為。

同黨涉「黑金」應退出會議避嫌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表示，今次集會的目
的是要維護香港法治、廉潔的核心價值基礎。他質疑有
反對派議員在履行職務及行使公權力的同時，有否涉及
勾結外國勢力，及收受壹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在議會
內外包庇金主。
他又質疑，由於民主黨、公民黨均涉嫌有收受黎智英

黑金，為免有人以權謀私，包庇黨員，故強烈要求立法
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劉慧卿及委員郭榮鏗
退出有關會議，使監察委員會能夠在公平公正的環境
下，對收受黎智英黑金的議員進行審訊。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請願期間，遭到在場「佔領」
者挑釁，但雙方未有激烈衝突。大批警員到場為他們開
路讓他們請願，並築成人牆，分隔雙方。其後，傅振中
將請願信及3,800多個簽名，遞交給立法會代表。成員
其後由警員開路，送至金鐘地鐵站離開。

葉國謙：4議員提覆核需解畫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昨日在會

後透露，他們昨日在會議中討論了對梁國雄、李卓人、
毛孟靜、梁家傑及涂謹申的投訴。其中，梁家傑早前提
交了有關資料，解釋了黎智英捐款的30萬元的去向，
即他只是代當時未正式成立的「真普選聯盟」代收捐
款，在「真普聯」成立後已即時將有關款項轉賬「真普
聯」。委員會已接受其澄清，餘下的4名議員則提出覆
核，他們需就部分事情進一步澄清，但委員會內討論的
資料需要保密，他不能透露詳細情況。

保港
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有
關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長毛）、李卓人（阿人）、
毛孟靜（Miss 毛）、梁家傑
（袋巾）及涂謹申（阿涂），
在兩年間收取黎智英的鉅額捐
款而沒有作出申報，涉嫌違反
議事規則的事宜。「保衛香港
運動」成員昨日下午到立法會
外請願及遞交請願信，要求引
用權力及特權法，深入調查議
員的瀆職行為。

■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
建宗（中）
為新一屆
「恒生─社
聯青年職業
探索計劃」
揭開序幕，
鼓勵青年及
早計劃未來
職業發展路
向。規劃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已開展
對新年度施政報告的諮詢。梁振英昨日在網誌表示，
儘管市民因非法佔領馬路和政改爭議而飽受困擾，特
區政府會繼續努力解決房屋、貧窮、老齡化和環保等
四大問題，為市民打造更美好的生活。

網誌撰文《施政》諮詢意見

梁振英在昨日的網誌中指出，施政報告是勾畫特區
政府未來12個月施政綱領的文件。特區政府每年大約
這個時候便開始諮詢社會，聽取意見，今年也不例
外。
他說，「來年施政報告的諮詢工作，已在數天前正

式展開。除了透過電視廣告，廣徵市民意見；我也和
負責撰寫施政報告的團隊透過和傳媒、立法會各個黨

派及社會人士逐一會面，聽取他們的寶貴意見。」
梁振英坦言，市民大眾都可能因為延續超過30天的
非法佔領馬路和政改爭議而飽受困擾。「然而本屆政
府的四大施政主軸：房屋、貧窮、老齡化和環保等工
作，不可能因此而停下來。特區政府會不斷努力，致
力解決這些議題，為市民打造更美好的生活、構建更
美好的香港。」
他希望大家就來年施政報告踴躍發表意見。「我們

都是一家人，讓我們一起攜手，為更美好的未來打
拚。」

■■「「保衛香港運動保衛香港運動」」向立法會議員個向立法會議員個
人利益監察委員會遞交市民簽名支持人利益監察委員會遞交市民簽名支持
以特權法徹查黑金議員以特權法徹查黑金議員。。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葉國謙表示，4名議員提出覆
核，他們需就部分事情進一步澄
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