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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輿論攻勢長達一年半，在9月28日提前啟
動。「佔領」區由原本計劃的金融心臟地帶中環，蔓
延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等。行動持續至今已經五十
多天，何時結束仍沒有共識，但香港的社會秩序、經
濟、政治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佔
中」期間港島九龍多條主要幹道嚴重受阻，地面交通
混亂不堪。學生無法回到學校上課，上班族無法回到
公司上班，病人無法及時抵達醫院接受治療。港人怨
聲載道，並且引發衝突持續不斷，矛盾進一步升級。
現在違法「佔中」示威人群中，甚至混入了一批專門
搞破壞的人士，不斷挑釁，使用暴力，令局勢日益失
控。而外國勢力的介入更讓這場違法「佔領」行動變
得更加複雜、嚴峻。「佔中」對香港政治、經濟以至

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日漸加深，甚至有人指出如「佔
中」長時間持續，將出現「商店倒閉潮」和「失業
潮」，導致香港出現經濟危機。

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
10月底特區政府與學聯進行了首次對話，但學聯立
場強硬，堅持違法訴求，導致對話無法繼續下去。
「佔中」走到今時今日，已導致民怨沸騰，「佔領」
區不斷爆發衝突。如今學聯等「佔中」搞手都無法否
認，「佔領」行動已經偏離了所謂爭取普選的訴求，
演變為煽動違法、煽動反政府的暴力和動亂。縱觀電
視新聞，每天在香港上演的是：阻塞交通、搗亂社會
秩序、破壞法治基礎、打擊警方士氣、挑撥警民關

係……。更令人憂慮的是，現時整個「佔領」行動沒
有指揮，混亂不堪，甚至有「佔領」人士高喊：「我
只代表我自己，我想要『佔中』就『佔中』」，公然
違反禁制令，視法律如無物。目前的情況與其說是示
威，不如說是無政府狀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批評
「佔中」違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為特區政府
應對違法「佔中」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事實上，早前不少商舖紛紛入稟法庭，循法律渠道
要求早日清場。高院頒下禁制令的判詞，指出「佔
中」規模龐大又持續多日，影響很多人，存在演變成
騷亂的實質風險，就算「佔中」是「公民抗命」，背
後有多麼高尚的原因，都不能以此反對禁制令。法庭
就多個「佔領」區頒下禁制令，等於是以法律的形式
指令「佔領」者馬上撤離，否則他們將要承擔法律責
任。正如法官在判詞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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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反對派人士包括個別大狀、律師竟然教唆「佔
領」者漠視禁制令。何俊仁製作所謂「拆解旺角禁制
令」的單張，「教導」「佔領」者怎樣拒絕禁制令。
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余若薇、梁家傑更指禁制令僅
由單方面提出，不一定要遵守云云。

警方有責任執行禁制令
平日將法治旗幟舉得高高的反對派大狀律師，在違

法「佔中」問題上卻將政治凌駕法治，令人失望。同
時，「佔中」示威者仍然拒絕撤離，部分人甚至表示

不會理會法庭禁制令，這不
但對本港社會秩序造成破
壞，更對本港法治社會帶來
嚴重衝擊。必須看到，「佔
中」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非法
抗爭行動，以破壞法治、搞亂香港為手段，脅迫中央
及特區政府在政改的原則問題上退讓，「佔中」搞手
及一些激進分子不會心甘情願地服從禁制令，肯定會
負隅頑抗。禁制令自頒發以來，就未曾得到有效實
施。有團體與執達吏帶同禁制令到「佔領」區清除路
障，受到「佔領」者百般阻撓，連法庭文件都被踩在
腳下。根據之前執行禁制令屢遭阻撓的經驗判斷，即
將展開的依法清理路障，遇到激烈對抗的情況很大機
會重演。如果沒有警方的協助，禁制令只能再度淪為
一紙空文。因此，警方不僅有協助執行禁制令的需
要，更要充分考慮可能遇到激烈反抗，做好人手和裝
備的部署，甚至可當場拘捕違反禁制令的「佔領」
者，以強有力的執法行動彰顯香港的法治精神。
正如筆者在之前發表的文章中提到，「佔中」與政改
並無絕對聯繫，撤離違法「佔領」區不代表對話不能繼續
進行。正如行政長官梁振英所說：「清場不代表不對話，
對話不代表不清場。」多項民調顯示超過七成市民希望違
法「佔領」人士撤離，不希望他們霸佔道路，破壞社會秩
序。而滬港通已經正式開通，香港應抓住機遇，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香港的發展得到中央的鼎力支持，但也要全體
港人積極配合，而還路於民是當前應首先解決的問題。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禁制令不容挑戰 維護法治及早清場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中美元首聯合記者會上指出，香港「佔中」是違法事件，堅決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處置，並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外國不應以任何方式干涉。同時，法庭

已就多個「佔領」區頒布禁制令，指示執達吏清障時若遇困難，可向警方要求協助；並授權

警方協助執行禁制令，有權拘捕阻礙執行禁制令人士。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明確傳遞中央堅

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違法「佔中」的信號。現時法庭已經頒布了禁制令，但「佔中」的

示威者依然一意孤行，堅持不撤離，公然挑戰法庭權威，衝擊本港法治基石。禁制令不容漠

視挑戰，任何拖延或對抗執行禁制令的行為，將會受到法律制裁。警方更應早日配合落實禁

制令，及早清除「佔領」區障礙物，恢復法治秩序。任何人阻礙、扭曲禁制令的執行，都是

與本港的法治為敵，法庭絕不會容許，廣大市民也不會容許。

■張學修

今年正值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全國均有大大小小的紀念活
動，也催生一套名為《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電視劇，讓全
國群眾共同緬懷鄧公為改革開放所作出的貢獻。事實上，鄧小
平與香港息息相關，如果沒有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
今天也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沒有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開
放，香港和國家也未必有今天經濟發展的機遇。故此，作為香
港市民，我認為讀讀鄧小平傳記，多了解歷史，有助我們認識
香港的地位和未來要走的方向。
鄧小平一生沒有任何一刻是平淡安逸，在風雨飄搖當中成就
出驚人的故事。中外的歷史學家都對他的經歷評價為「三起三
落」。從鄧小平大起大跌的一生，除了看到其堅忍不拔的特質
外，更應領略其實事求是的精神。鄧小平看到的是歷史潮流，
所謂「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其以經濟作為主導的堅
持，最終證明是正確的。與改革開放初相比，中國有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滄海桑田變為今天高聳入雲的高樓；長江之上，再
也不單是「一橋飛架南北」，而是百多條貫通運輸系統的跨江
大橋；「高峽出平湖」也成功實現，為華中地區帶來源源不斷
的水電資源。由此可見，發展經濟就是硬道理。
然而，現時香港部分年青人走向激進陣營，非要罔顧事實法

理搞激烈改革不可。部分行為甚至危害了經濟的發展，動搖了
整個社會建立多年的根基。在群眾運動中，他們不懂當下大
勢，部分人更抱寧為玉碎的心態，最終斷送了自己或整個社
會的前途。事實上，香港大部分人也是實事求是的，好高騖遠
的想法，只會令自己攀得過高，摔下來受重傷的不只是自己，
還有整個社會。作為成年人，當看到當下情況，難道不值得揪
心和可惜嗎？
曾經有一位作家說過：「最適度的風，會讓喧囂歸於平靜，
會讓擁擠歸於有序，會讓雜亂歸於清新。」今天在社會上吹來
的季候風，也許只是一時的混亂，將來香港社會將歸於平靜。
謹希望鄧小平當年實事求是的作風，能為當今社會走出困局帶
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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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金主黎智英早前於金鐘「佔領」區被人擲豬雜，李卓人親
信、職工盟副主席郭紹傑以及民主黨劉慧卿愛將柯耀林等一眾所謂
「佔領」區糾察，涉嫌以過度武力制服肇事者，並以索帶綑綁對方，
被警方一併控告於公眾地方打架。事後，郭紹傑更被揭發原來是康
文署救生員，屬於公務員，但一年多來卻一直放全薪工傷假，被外
界質疑「呃工傷」，引來輿論狠批。事實上，郭紹傑何止「呃工傷」
這樣簡單。他一直仗職工盟副主席的身份，仗有李卓人撐腰，
在康文署橫行霸道，基本上不需要工作，反而一門心思和精力都投
放到工業行動之上，以爭取與警察薪酬睇齊來「誘使」救生員加入
職工盟，鼓動他們以激烈工業行動迫政府就範，甚至成為其政治鬥
爭棋子。兩人名為幫工友爭取權益，實為利用工友，是名副其實的
工賊。現在，郭紹傑的行徑愈益變本加厲，更公然一邊放有薪病假，
一邊去做「佔領」區糾察，公然參與及組織政治行動，已經違反了
公務員守則，公務員事務局理應徹查事件。
郭紹傑等涉嫌濫用私刑，事後反對派隨即發難，近日醜態百出
的何俊仁「律師」又走出來大放厥辭，批評警方無理拘捕云云。
雖然法例確實賦予公民拘捕權，但有關權力卻有限制，而且只能
使用合理武力。至於何謂合理武力須視乎不同情況而定，例如市
民見到有人拿刀意圖襲擊另一人，可利用附近硬物阻止對方繼續
施襲。當日有人向黎智英擲豬雜，固然觸犯了法例，但是否需要
將有關人士粗暴地壓倒在地上，並且五花大綁？在衝突中甚至導
致有關人士受傷。應對擲豬雜卻用上如此武力，顯然並不合理，
更有濫用私刑之嫌。這些有大量片段可以作證，警方將郭紹傑、
柯耀林等一眾拘捕並無可質疑之處。
相反，事件更揭發郭紹傑種種不堪過去。郭紹傑是康文署救生

員，也是李卓人近年銳意栽培的接班人。眾所周知，近年康文署
救生員幾乎每年都策動幾次大規模罷工，每一次都令到市民極為
不便，搞手就是郭紹傑。身為工會工作者，他的手段並不光彩，
例如不斷向救生員許以各種不切實際的承諾，包括要求薪酬與警
員睇齊、爭取更多休息時間等，其要求明顯極不合理，結果只會
令政府加快將救生員服務外判，變相令工友的生存空間收縮，但
郭紹傑及李卓人卻一於少理。他們看中的正是救生員大多年青力
壯，能夠成為政治鬥爭主力，於是近年大做救生員的工作，三不
五時就發動工業行動，並且要求救生員會員支援其他工會的行
動。而郭紹傑更因為握有大批救生員，於是在職工盟及工黨內步
步高升，成為了李卓人的左右手。
但郭紹傑卻機關算盡太聰明，竟然「善用」有薪病假來參與
「佔中」行動，並且擔當糾察長，為李卓人「金主」黎智英擔當
私人保鑣，最終令醜行東窗事發。郭紹傑是公務員，公務員就要
遵守政治中立守則。但郭紹傑既然請病假卻不去休息，反而在策
動「佔中」，已經違反了政治中立守則，加上其當日「制服」擲
豬雜人士的勇敢表現，何來受傷的跡象？公務員事務局理應調查
事件。而且，近年救生員經常高喊人手不足，原因是否如郭紹傑
般經常請病假參與政治行動所致，局方也應一併調查。至於郭紹
傑「呃病假」行為，更已涉及刑事罪行。看來，警方也應介入調
查，讓李卓人、郭紹傑之流的工賊不要太過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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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旺角、銅鑼灣三地，是香港主要商
業區，不知不覺已經被佔領個多月，令香港經
濟損失巨大。據本人所知，有飲食業連鎖店每
天損失200萬元營業額，某珠寶金飾連鎖店估
計損失一億五千萬元，其他行業生意額下跌
30%至50%不等，情況極為慘重。到目前為
止，本港經濟粗略估計損失數千億元。
本地商戶首當其衝，更是苦不堪言，有人形

容「佔領區」內的商戶生意進入「冰河時期」
可謂一語中的。實際上，部分商戶面對的困境
比沙士時更嚴峻，尤其毗鄰各「佔領區」的商
場，平時熙來攘往的場面已不復見，取而代之
的是門庭冷落車馬稀，以致被迫貼錢交租。
事實上，「佔中」沒完沒了，蒙受損失的市

民還在不斷增加。有民調顯示，7成半受訪市
民表示受「佔中」影響，按此比例估算，全港
逾500萬人受害，即使其中一部分人索償，已
是龐大的數字。由於小額錢債審裁處只處理5
萬元以下的索賠，超過此額的索賠必須向法院
起訴，相信類似官司將如潮湧至，「佔中」搞
手即使賠到破產，亦無法彌補市民損失。

外部勢力介入 企圖渾水摸魚
「佔中」決不是政改之爭那麼簡單，背後明

顯有外部勢力介入的影子。外部勢力介入香
港事務，除了有政治方面的目的，還有經濟方
面的考慮，即利用「佔中」製造政治危機，進
而引發金融危機，達到打劫香港財富的目的。

可以見到，自佔領行動爆發後，美資對沖基金
看準時機，9月底連續多日做空市場，之後英
國、新加坡、中東等資金紛紛加入，形成「國
際大合唱」，導致恒指短短幾天內累跌近千
點。市場更盛傳本地有人配合國際大鱷，沽空
數千張期指，上下其手，謀取暴利，可見「佔
中」不僅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陰謀，而且是
一場爾虞我詐的「金融暗戰」。在整個佔領事
件中，估計已有數以億計財富轉移，贏的是幕
後黑手及國際大鱷，輸的是港股投資者、強積
金戶口、本港商戶及普羅市民。
受到佔領行動影響，已有投資者叫停在香港

的投資計劃，例如發債和上市； 有投資者則
表示要觀望清楚香港的情況再作決定。佔領行
動已影響到國際投資者對香港法治的信心。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條件是穩定的營商
環境，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佔領行動恰恰正在
摧毁香港賴以成功的根基。佔領人士肆意霸佔
道路，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和破壞持續浮現，尤
其是連法庭禁制令也被棄如敝屣，更使法治精
神蕩然無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佔領人士無
法無天，整個社會瀕臨失控邊緣，外資望而卻
步不足為奇，如果繼續鬧下去，香港究竟還能
不能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才是最令人擔
心的問題。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佔領行動沒完沒了，

而且愈來愈暴力，正是幕後黑手及外部勢力部
署的結果，目的就是引發市場波動，以便趁火

打劫。難怪每當佔領行動稍見緩和時，即有激
進示威者走上前台，極盡挑釁之能事。所以
說，「佔中」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職的明爭暗
鬥：有人在前台，有人在幕後；有人佔街道，
有人佔市場；有人玩政治，有人玩經濟。

及早平息亂局 恢復安寧和諧
不管怎麼樣，佔領行動個多月，沉默的市民

忍無可忍，香港究竟何去何從，當局必須盡快
了斷，不能沒完沒了拖下去。當斷不斷，必受
其亂，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是激進分子的香
港，不是政治陰謀家的香港，更不是外部勢力
的香港，及早平息亂局，恢復社會秩序，還市
民以安寧，還香港以平靜和諧。
香港警察自事件發生以來，不畏非法暴力，

謹守崗位，維持社會治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
用，並以容忍態度，盡量避免與示威者發生激
烈衝突，我對香港警方盡忠職守的行為非常感
動，非常敬佩。
我們要大力支持警方採取積極行動恢復香港社

會安定，嚴正執法。要求有關當局用一切有效和
合法的手段，盡快促使所有的示威者結束非法佔
領，並嚴肅追究教唆煽動者的法律責任。
香港是法治之地，希望香港各位市民要尊重

法治，遵守法律，香港才有生機及繁榮穩定。
希望學生們馬上離場，回到校園，專心學習。
畢業後，投入社會工作，創一番大事業，令你
們的父母安享晚年，令香港和平。

「佔中」玩火必自焚 嚴正執法平亂局

林 青 旅港海南同鄉會會長

結束違法「佔中」攜手重建家園

金風送爽，涼露驚秋。不覺間，亂港擾
民的「佔領中環」行動已持續50多日。隨
非法佔領行動的拖延，「佔中」對本港
各行各業的負面影響與日俱增，令人堪
虞。這場讓香港「元氣大傷」的「內耗
戰」一日不宣告終止，香港社會一日不能
從巨大的耗損中走出，本港成千上萬的市
民一日不得重獲安寧。

反「佔中」聲音愈見強烈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未雨綢繆的統

籌。法治不保，讓位「民主」，是本末倒
置的謬誤。縱觀多年來雲譎波詭的國際舞
台：文明國家的崛起與其政制的成熟定型
往往有賴於法治的彰顯。反觀那些政局動
盪不安、政權頻繁更迭的國度，則是「民
粹」橫行、法治垮台的反面教材。由本港
反對派勾結境外勢力挖空心思在香江兩岸
引爆的港版「顏色革命」，堪稱香港回歸
17年來發生的最為嚴重的社會動亂，給本
地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帶來「傷筋動骨」
的重創。
逾時一個半月的「佔領中環」致使香港

經濟下滑、社會嚴重分化，法治精神慘被
踐踏。「佔領」群眾的尋釁滋事、生事擾
民，也令香港原本和諧、文明的城市面貌

蕩然無存。引發一系列公共秩序和安全問
題之餘，還衍生盜竊、暴力等犯罪行為。
對此，香港的主流大眾不再啞忍避讓，近
日社會上反對和聲討「佔中」的聲音已愈
見明朗和強烈。

警方應嚴格依法制止「佔中」
「佔領」時日越長，對香港經濟的衝擊

和社會的滋擾就越大，這點已無需贅言。
眼下這齣勞民傷財的「鬧劇」是時候要結
束了。須知「公民抗命」是有別於「暴民
反抗」、訴諸社會上多數人認同的一種抗
爭方式，是在忠誠於法律的範圍內表現出
對法律的不服從，重道德的說服，通常
為和平、非暴力的。「佔中」在香港鬧市
區發起大規模非法集會實為赤裸裸的「街
頭暴力政治」，佔領區頻頻爆發的激烈衝
突和流血事件則是最好的佐證。「佔中」
發起人和部分「佔領者」的言行舉止是在
公然挑戰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國有國
法，家有家規，國家主權不容挑釁。中共
十八屆四中全會清楚表明：香港「一國兩
制」和保持本港長期繁榮穩定被明確納入
「依法治國」範疇。中央政府會繼續堅定
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

主發展，堅定不
移地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為保障
「一國兩制」在
港的平穩實踐，
特區政府和警方
對違法「佔中」
活動會嚴格依照
法律秉公處理。
違法「佔中」

至今仍未收場，
「佔領」行動在繼續吞噬港人福祉。今時
今日，香港市民的容忍度也被逼到了一個
賁張的臨界點。「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夙夜不懈收集到的183萬個簽名的浩蕩民
意便是最強有力的呼籲。這其中有你們的
親朋，你們的同袍，還有千千萬萬個素不
相識但和你們中的多數一樣愛國愛港的香
港市民。聆聽他們的聲音，反思「佔中」
之所為，會發覺：「佔領中環」對推進香
港民主進程於事無補，本港各界和廣大市
民反而深受其害。
無人能一口吃成個胖子，歐美不行，
中國內地不行，香港也不行。民主是一
個循序漸進的演變，而不是一場一蹴而
就的「革命」。在此，懇籲「佔領者」
們回歸理性，重返務實，停止任何非法
行為。莫讓港人辛苦經營了上百年鑄就
的基業付諸東流，勿將香港來之不易的
繁榮穩定和價值圭臬化為烏有。順應民
意，結束「佔中」。在政改框架下，配
合特區政府依法落實普選。全港上下一
心，攜手重建家園，便是「愛與和平」
重回香港之日。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清楚表明：香港「一國兩制」和保持本港長期繁
榮穩定被明確納入「依法治國」範疇。中央政府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
主發展，堅定不移地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保障「一國兩制」在港的平
穩實踐，特區政府和警方對違法「佔中」活動會嚴格依照法律秉公處
理。全港上下一心，攜手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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