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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四十四天

歌諷「佔領」者：「歲歲都有監踎」
指違法者終受制裁 促搞手速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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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
推出的新媒體產品─「雲報紙」日
前正式上線。該技術將「死板」的
報紙PDF版面製作成動態的「翻
頁」電子報，並加入與新聞資訊相
對應的視頻、音頻、圖集，使讀者
從以往單純的文字閱讀和圖片瀏
覽，轉變為以文字、圖片為基礎內

容，以影音、
圖集為延伸的
立體式閱讀，
真正實現令報

紙不僅可以讀，還可以「看」
和「聽」。隨着「雲報紙」的
正式上線，《文匯報》成為香
港第一家具備「雲出版」能力
的報業機構，同時也標誌着
《文匯報》在邁向綜合性全媒
體集團的過程中又跨出重要一
步。
「雲報紙」是一種適應網絡

時代讀者需求的新產品，將報
紙內容全部存儲在雲端服務器
上，讀者無需下載，只要將閱
讀設備與網絡連接，就能隨時
隨地在「雲端看報紙」。目
前，《文匯報》的「雲報紙」

已同時支持桌面電腦、蘋果iOS、
Android等系統，適合目前絕大多
數的終端設備，實現新聞資訊跨平
台投送。

文匯網首頁點擊圖標即可閱讀
目前，《文匯報》的「雲報紙」

(epaper.wenweipo.com)在每天早上8點
出版，讀者只需在文匯網首頁點擊報
紙版面圖標，即可閱讀「雲報紙」；
打開「雲報紙」將鼠標移至版面下角
拖拽鼠標，即能體驗與紙質報紙一樣
的翻頁效果。而加插的影音內容，都
以綠色圖標顯示在相對應的新聞資訊
上，涵蓋港聞、中國新聞、國際、體
育娛樂等，點擊即可輕鬆觀看視頻、
聽音頻、瀏覽圖集。而報紙版面上的
文字和圖片，與PDF版一樣，能根據
讀者的閱讀需要，隨時放大縮小。此
外，讀者還可點選日期，查看往期內
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雲報紙」

技術也令傳統的報紙廣告變得不再
「平面化」，廣告商可以在頁面上
加插視頻廣告、宣傳片、圖集等，
實現產品的多形式推廣，讓讀者在
同樣的單位時間內，接收到遠超紙
質平面廣告所能提供的信息量。
近年來香港《文匯報》順應傳媒

業變革的趨勢，不斷加強傳統媒體
與新媒體的優勢互補、融合發展，
以新技術新應用，創建聚合香港受
眾的立體化資訊交互平台。

《文匯報》實現「雲出版」報紙「動」起來

■點擊頁面上的綠色
圖標，即可進入與新聞
相對應的視頻、圖集、音
頻。下方圖標為功能鍵。

■■ 掃 描 二 維掃 描 二 維
碼碼，，快捷輕鬆快捷輕鬆
進入雲報紙進入雲報紙。。 ■點選左邊日期，即可查看往期內容。

■視頻還可放大至全屏觀看。

■拖拽鼠標，體驗與報紙般的翻頁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網上近日流傳
一份沙田官立中學中二級中文科測驗卷，其中
涉及成語運用部分的試題，以今年9月28日警
方施放催淚彈驅散非法集結的示威者為題材，
供學生填充四字成語，但內容卻引導學生要
「歌頌」示威者的勇武，考生須填上「草菅人
命」形容警方才能得分，多位教育界人士批評
出卷教師旨在宣洩個人情緒，文章立場偏頗，
做法「完全不專業」。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
示，對於題目引起部分人士誤會有其他動機，
學校表示歉意，並會在擬定試題時從多方面考
慮。
該份試卷在成語運用的考評部分寫到：
「警方的催淚彈，無情地從四方八面飛
來」，並出題「即使抗爭者＿＿＿膽，仍
四散逃竄」，及「難明警方為何如此＿ ＿
人＿！」不少網民都指出前者答案應為「渾
身是膽」，後者則為「草菅人命」，反映試
題於一般人眼中都極具引導性，事件在教育
界亦受到廣泛批評。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在回應事件時表示，局
方至今無收到相關投訴，而據了解，學校測
試同學應用四字成語能力時，純粹相信同學
對事件有印象，會較易掌握題目。對於題目
引起部分人士誤會有其他動機，學校表示歉
意，並會在擬定試題時從多方面考慮。局方
相信學校會秉持教育專業原則處理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
道）香港各界社團人士紛紛強烈譴責違
法「佔中」行動，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
合會會長李德麟向本報記者表示，違法
「佔中」不得人心，對香港法治、經
濟、民生造成極大損失和傷害，再持續
下去是對香港法治極大的破壞，呼籲學
生們早點回家。
李德麟向本報記者表示，違法「佔

中」展開以來，商家都感到壓力，如
自己在金鐘的公司受到影響，因為交
通截斷，曾一度3天缺飲用水。而香
港社會上，家庭、員工、夫妻之間，都因為違法「佔中」事件而撕
裂，整個社會都受到影響。
他強調，表達訴求不能用暴力方式，違法「佔中」是對香港法治的極大
破壞。他指，違法「佔中」已經一個多月，特區政府遲遲沒有清場，是極
大的容忍和克制，警察都受到很大壓力。他期望同學能夠理解特區政府的
一番苦心，早日回到學校課堂，恢復學習。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常務副會長詹耀良表示，自己在香港60幾

年，目睹港過往爭取自由、民主和公義，從來沒有採取如此激進的手
法。他指，那些違法「佔中」的人，無法代表700萬香港人。「我們希
望學生早日回家。不要上了一小撮別有用心人士的當。關心政治是對
的，但要在『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去講。學生們要珍惜
自己，要一邊學習，一邊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金月展 河
南報道）「佔中」持續逾月，內地港商紛紛
表示憂慮。目前在河南省鄭州市的建業艾美
酒店工作的禤永強表示，「佔中」對香港經
濟造成了重創。禤永強認為，大學生受到了
蒙蔽，歸根結底還是對國情不甚了解，希望
他們多來內地交流，看看真實的內地。
禤永強表示，「回歸之前的香港一直都由

英國直接委派的港督進行管理，也沒有進行
民選。為甚麼現在回歸了，這些學生才站出
來說中央制定的普選政策不行，『佔中』就
是個十分荒謬的過激行為。」

盼多赴內地交流
「我覺得這些大學生受到了蒙蔽，歸根結

底還是對國情不甚了解。」禤永強說，香港
回歸之前，很多人了解到的內地信息都是負
面的，因此對中央政府持懷疑態度。但是自
回歸以來中央政府都沒有干預過香港的管
理，基本還是運用以前的自主管理模式。
「希望香港的大學生應該多來內地交流，看
看真實的內地，這樣就不會再被幕後黑手所
蒙蔽，導致出現不理智行為。」

違法行為注定失敗

在內地已工作二十多年、現在北京保利公
司任營銷總監的黃光城表示，香港是一個言
論自由、講民主的地方，但一切都建立在國
富民強和法治穩定的基礎上，需要法治的手
段來管理才能實現民主。黃光城說，要用法
治的手段將「佔中」者引上正途，使他們懂
得知恩圖報。他又認為「佔中」是違法行
為，注定是失敗的，希望國家和香港採取必
要措施，不讓「佔中」成為香港的悲劇。

李德麟籲早回家勿續毀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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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昨日由反
對派組織「民陣」牽頭的遊行活動，聲稱要
求「撤回人大決議，與中央對話」，但結果
只有數百人參加，未能「製造民意」。在遊
行期間，沿途不少司機及市民均痛罵遊行者
支持「佔中」，令交通阻塞及社會秩序受影
響。
遊行隊伍由中環遮打花園集合，遊行至中

聯辦，遊行者聲稱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8．31
決定，並希望能與中央就政改對話。他們原
本要求在中聯辦對開的行人路和車路集會，
要求警方封路，被警方拒絕，上訴亦被駁
回。事後遊行者一度「恐嚇」遊行過程中會
爆發衝突。

「民陣」目測料僅500人參與活動
然而，雖然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
社民連等多個反對派「交人」撐場，但各黨
均未見「full team上陣」。警方估計最高峰
時有740人參與活動，「民陣」目測的估算
則更少，只有500人。
由於反應冷淡，本報記者觀察，遊行者只需

約12分鐘便全數離開遮打花園出發。遊行隊伍
在中環出發期間，有部分受封路影響的司機向
遊行者響號及高聲痛罵「你哋唔好再阻住條路
喇！」，「收手喇！」等，以表達對「佔中」
的不滿。有遊行者則以「開車撞X死我吖！」
回應，但在場糾察馬上呼籲參與者冷靜，並提
醒遊行者「不要再激起民怨」。
遊行隊伍到達西營盤東邊街附近，由於該

區沒有地鐵覆蓋，有部分不滿巴士及電車服
務因「佔中」受阻的居民，向遊行者反映對

「佔中」的不滿。當中有一名遊行者以「舉中指」回
應，引發小口角，但最終沒有出現肢體衝突。
遊行龍頭僅個多小時已到達終點中聯辦，「女長
毛」雷玉蓮在門外以藤條揮打「路姆西」公仔，社民
連「長毛」梁國雄向中聯辦投擲黃雨傘。兩人均被警
方警告。整個活動在不足3小時內完成。

反對派組織「民陣」昨日發起遊行，「保衛香港運動」在中環設街站，舉
行反「佔中」集會「迎接」他們。約於下午三時，「民陣」遊行隊伍行

至中環畢打街附近時，「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帶領成員一起唱改版
生日歌，「恭祝你今日瞓街頭，慶賀你監籠裡受，隨時都有靶受，歲歲都有
監踎，恭喜你，恭喜你！」諷刺「佔領」者最終要受法律制裁。遊行者則報
以噓聲，警方在雙方中間築起人鏈，以防衝突。

批「民陣」逆民意搞遊行
傅振中表示，「民陣」指自己是一個關於政治及民生議題的聯合平台，但

卻對嚴重踐踏香港法治精神、影響經濟民生的「佔領運動」沒有半點批評。
他不滿「民陣」昨日逆民意發起遊行，認為是企圖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政
改的決定，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破壞「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促即回應183萬簽名訴求
傅振中續指，「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近日收集到183萬個市民簽名，要
求「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傅振中認為，今次集會目的是希望
促請「民陣」立即回應183萬市民的訴求，並指「民陣」應該協助呼籲「佔領
者」盡快撤離現場，令社會秩序回復正常。
另外，傅振中又希望「佔中」搞手，如壹傳媒主席黎智英、「佔中三
丑」、學聯及「學民思潮」的領袖應該兌現承諾，盡快向警方自首，還我法
治社會。

市民批假和平真毀法
有份參與集會的文先生批評，「佔領」者聲稱行動是「愛與和平」，但實際

上是破壞香港法治精神，自己會長期與「佔領」者抗爭。他又對警察維持香港
秩序很有信心。另一參與者羅先生表示，「佔領行動」是破壞社會秩序，對此
感到十分氣憤。羅先生認為，年輕人應該好好讀書，豐富社會經驗，並指「國
有國法，家有家規」，應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保港
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衛香港運動」昨日在中環

設街站舉行反「佔中」集會，有約20名成員參加，其間高叫

「反對違法佔中」的口號。當民陣遊行隊伍行至中環畢打街附

近時，發起人傅振中帶領成員一起唱改版生日歌，諷刺「佔

領」者進行違法活動，最終要受法律制裁。傅振中表示，「民

陣」昨天發起遊行，是違反廣大民意，呼籲「民陣」和其他

「佔領」發起人，盡快向警方自首。

■「保衛香港運動」昨日設街站，並唱改版生日歌，諷刺「佔領」者進行違法活動。
彭子文 攝

▶「民陣」遊行者向中聯辦
擲雜物搗亂。 劉國權 攝

▲市民在窗口斥「民陣」
遊行堵路。 彭子文 攝

■禤永強認為，大學
生不甚了解國情，所
以才受到蒙蔽。

金中興 攝

■黃光城批評，「佔
中」是違法行為，注
定是失敗的。

金月展攝

■■李德麟和詹耀良李德麟和詹耀良

內地港商：大學生不熟國情受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