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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預演西方在華搞「顏色革命」
國安論壇料軟實力遏制發展中國家趨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佔領」行動不得民
心，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引用《資治通鑑》，呼籲鄉
村原居民要安分理性，不要隨波逐流破壞根基。
位於排頭村的沙田鄉事委員會新會址昨日舉行動土典禮。

劉皇發在致辭時表示，國家的基本是人民，社會的基本是經
濟民生，香港的基本則是「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這都
是不可動搖的。
他指出，新界鄉民「愛國」、「愛港」、「愛鄉」，是一

股重要的力量和基石。面對目前政治環境及「佔領」行動衝
擊，他引用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中的「人心不搖，邦本
自固」，呼籲鄉村原居民要安分制約及理性，不應該隨波逐
流，破壞基石，並希望鄉議局成員團結一致，應付重重挑
戰。

劉林：新界鄉委會撐反「佔中」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在同一場合致辭時表示，新界

各鄉事委員會，包括沙田鄉事委員會一直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支持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框架落實普選，並堅持「反暴力、反佔中、保法治」，有
清晰理念及積極作為，在香港社會引發了正面反應。

葉國謙：外國有人望港流血清場

發叔引《通鑑》籲勿隨波逐流毀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
文倩）「佔領」令香港內耗
不斷，社會撕裂。行政會議
成員羅范椒芬昨日透露，她
有朋友因怕了不肯聽人意見
的年輕人，更擔心他們日後
會「當家作主」，故計劃移
民。她強調，優質民主應該
要大家互相包容，謙卑地接
受不同意見，並尋找妥協空
間，但學生堅持以全國人大
常委會撤回就香港政改問題
所作的決定來作為退場條
件，只會期望落空。他們應
受「佔領」影響的商戶及市
民想，盡早撤離，再作磋
商。
羅范椒芬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指出，不少參與「佔
領」的年輕人雖然有思想，
但卻不肯聽他人意見，自己
有朋友就因「怕了他們」而
想移民，令她感到很「心
噏」。她認為，成年人應作
更好的引導，而學生領袖在
尊重與包容方面亦可做多一
點，更多地、切身處地為受
影響的人考慮問題，盡早撤
離，再去磋商。
她以新界東北的發展為

例，指大家倘因個別利益而
爭持不下，最終只會令大家
難以前進，又引用學者著作
表示，民主說到底是「從眾
非從賢」，如果人民素質降
低，民主是無力將之改善

的，最終要人有自覺，以及
社會培養到優質民主文化，
「這就需要大家包容、聆
聽、謙卑接受不同意見，並
尋找妥協空間。」
有參與「佔領」者口口聲

聲稱「不要『篩選』」，羅
范椒芬坦言，任何選舉都有
「篩選」，西方是由政黨去
做「初選」，而特首普選的
提名委員會提名事實上也是
一種「初選」而已。
她強調，年輕人不能純粹

片面地看西方民主，就以為
只有一個模式，要多讀書、
多了解，反思民主的真義，
有關追求能否走向理想社
會，並提醒學生要在知識基
礎上去發展民主。

囑學聯被拒入境應反思
被問及一批學聯成員早前

試圖闖京，但因回鄉證被註
銷而未能入境，羅范椒芬表
示，內地有其入境政策，她
無法評論，但學生應該反思
自己有沒有做了些甚麼，才
弄至如此狀況。
另外，「佔領」引發了通

識科的爭議，羅范椒芬指
出，通識科某些課程目標未
能達到，例如未能做到融匯
貫通。不過，她認為，應集
中改善通識課程的不足，毋
須將通識科由必修改為選
修。

又有「學民」義工稱被拒進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再有一名「學
民思潮」的學生義工聲稱被內地拒絕入境。另
一名曾因「佔領」被捕的浸會大學學生前晚也
被拒絕進入內地。
該名聲稱被拒進入內地的「學民思潮」義工
黃定華就讀中四。「學民思潮」昨晚發出聲
明，稱黃定華昨日「回鄉探親」，經落馬洲口
岸進入內地，但在過境期間被海關帶進房間45
分鐘，後被有關當局告知不能入境。
聲明續稱，兩名公安當時並無解釋黃定華被
拒入境的原因，但在房間替黃同學拍照，及詢
問他就讀甚麼學校以及到內地的目的。一名公
安問另一名公安，到底黃定華是否有犯罪紀
錄，該名公安則向提問的公安回以「中環」二
字。最後，公安交還證件時，則提醒黃定華同
學這段時間不要「回鄉探親」。
浸會大學編委會昨日也在facebook稱，曾於

今年7月2日參加「佔領遮打道」集會而被捕

的浸大「罷課委員會」成員、傳理學院學生鄺
同學，前晚在深圳灣關口被關員以「國家安
全」為由拒絕入境，並向他稱「被拒入境原因
你本人是知道的」。

浸大生稱「祭祖」帶「分離主義」劇本
他稱自己只是「回鄉祭祖」，並無政治目

的，但承認關員在搜查他的個人物品時發現一
份由他創作的「劇本手稿」，其中有「極權政
府」、「分離主義」等字眼，其手機內也儲存
了「佔中」發起人宣布「提早佔中」的片段。
「學民」召集人黃之鋒昨晚稱，當局希望香

港年輕學生愛國，但就接二連三有站在前線或
擔當支援角色的學生不能到內地，「只會令香
港年輕學生對國家認同感每況愈下。」他並將
矛頭指向特區政府，稱特區政府向內地有關部
門提供了他們的「黑名單」，並要求當局「交
代」。

張超雄死撐糾察隊保「治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佔鐘」近日爆發內訌，
前晚有人在金鐘「佔領區」批
評學聯不代表民意，並要求解
散由包括工黨等政黨主導的糾
察隊。為保「管治權」，工黨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昨日稱，糾
察在場可維持秩序，防範反
「佔領」者的「騷擾」，要求
廢除是「不負責任」的。
張超雄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稱，前晚一批人在金鐘「佔
領區」要求解散糾察隊，是源
於他們認為衝擊立法會當日，
糾察組成人鏈阻礙衝擊者，而
這批人並不接受他人支配。他
稱，糾察在場可維持秩序，防
範反「佔領」者「騷擾」，有

存在的必要，要求廢除是不負
責任。
他聲稱，「佔領」運動至今，

特區政府「回應冷漠」，「佔
領」者希望尋找出路突破局面是
「合理」的，並稱行動應針對特
區政府，及必須保持和平。

長毛稱搞「公投」搶民意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在同一節

目中，批評上周三晚衝擊立法
會者是想模仿台灣的「太陽花
學運」，「佔領」立法會，但
發覺做不到才批評「大台」阻
撓。他稱，以目前的形勢來
說，通過議員辭職「變相公
投」 來「獲取民意」，是其
中一個可行出路。

李慎明昨日表示，中國須要警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
界，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採用硬實力，同時還要高度

警惕其採用金融、意識形態和以街頭政治為主的軟辦
法。以街頭政治為主要手段的「顏色革命」接連在發展
中國家上演，最近的香港「佔中」事件，正是西方國家
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大規模搞「顏色革命」的
預演。

意識形態影響 投入少產出多
他指出，從本質上來講，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兩條腿走
路的「經濟人」，這些國家經濟意識異常強烈，往往會
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律，運用到政治和國際關係領域。

這些國家深切知道軟實力投入少、產出多的道理，因此
西方世界今後將會更多地採用軟實力來遏制發展中國
家。
他認為，除了意識形態以外，軟實力還包括金融和知
識產權等。當前中國極需關注金融風險，方可更好地應
對發達國家的遏制。

錢文榮：美關注港議案干涉內政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文榮在會上表示，

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發表演說，
妄議香港「佔中」非法集會，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
國委員會」其後要求通過一項呼籲美國重新關注香港民

主政制的議案，是對中國內政赤裸裸的干涉。
他指出，「佔中」行動之所以被稱為非法，是因為它實

際上是一場近年來某些西方慣用的街頭政治伎倆，他們企
圖利用普選問題，通過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經濟，製造社
會分裂和民眾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不滿，把它搞成一
場某些外部勢力和他們的代理人一直想製造的「顏色革
命」，其實本質就是假直選之名，行奪權之實。

外力代理人圖謀決不會得逞
錢文榮強調，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中國人
民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勢力和他們的代理人在中國的領土
上搞甚麼「顏色革命」，他們的圖謀決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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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李慎明昨日在參加中國

國家安全論壇時表示，香港「佔中」事

件，是西方國家想在中國大規模搞「顏

色革命」的預演。未來，西方發達國家

料將採用更多軟實力手段，來維護自身

利益並加強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社會

主義國家的遏制。

羅太：友憂㒼塞青「當家作主」擬移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行動持續

近兩個月，早前更發生衝擊立法會事件。民建聯立法
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指，部分「佔領」者有強烈
暴力傾向，而外國有些別有用心者，都希望見到香港
流血清場，他呼籲「佔領」者「適可而止」。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指，香港市民已經「忍夠」，
「佔領」者應有膽識、氣魄呼籲退場，「不要有心
魔，怕被人罵衰仔。」
一班「佔鐘」暴徒於周三（19日）凌晨突然衝擊立
法會，反對派各政黨試圖劃清界線，稱該批暴徒並非
「佔鐘」者。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死撐聲稱，國際社會一直高度關注「佔領」事件，
更讚嘆這麼大規模、這麼多人的行動，「竟然連一個
玻璃樽也沒有打爛」，而是次使用暴力者，並非「佔
領」行動一分子。

部分「佔」者具強烈暴傾

葉國謙在節目上反駁，「佔領」行動這麼大規模，
很多事的確無法控制，但有強烈暴力傾向者，也是
「佔領」者的一部分。外國有些別有用心者，希望見
到香港「流血清場」，這對香港有很壞影響。
他續說，「佔領」者的訴求已表達得很清楚，但中
央有中央看法，香港內部也有很不同看法，故議員應
同心走出來，呼籲行動結束，或轉移到其他地方，
「再這樣下去是大家輸，很多隱憂已經浮現。」

幻想迫中央退底線不可能
就有反對派中人稱，根據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有關香港政改問題所作的決定擬備的普選，定會是
「保守方案」，葉國謙強調，香港只是中國一個特別
行政區，這是政治現實，如幻想通過「佔領」令中央
在底線上退讓是不可能的。稍後開展的政改第二輪公
眾諮詢，在「民主程序」上仍有可商討的空間。

王國興籲退「不要有心魔」
王國興在同一節目上表示，「佔領」行動已持續56
日，香港市民已經「忍夠」，「再多4日就已經2個
月，1年12個月已經用了2個月。」「佔領」兩字本來
就有「侵略」含意，如果「佔領」者好像甘地般，爭取
權益時不損害人們權利及自由，「如何爭都沒所謂。」
他坦言，「佔領」者中，欠缺一名有膽識及氣魄的
政治領袖「做衰仔」出來呼籲「佔領」者退場。「佔
領」者應有膽識、氣魄呼籲退場，「不要有心魔，怕
被人罵衰仔。」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試

圖將暴力衝擊的責任歸咎到特區政府身上，稱「解鈴
還需繫鈴人」，中央及特區政府要有「勇氣」承認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與市民的期望「背道而馳」，如
此方可為「退場」提供條件。

何濼生：論政制應「對事不對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鼓吹「佔領」者一

直聲言他們爭取的是「真普選」，但他們在「佔領」
期間卻不斷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挑戰中央政府。嶺
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昨日指出，示威
者應該改變心態，抱持「對事不對人，對事不對黨」
的態度，才能理性地討論政制議題。
何濼生昨日在公民社會聯合行動舉行的《民間外方
平台》論壇時指出，很多示威者在政制討論時，都是
要以「梁振英下台」，及「推翻國家政權」的方向去
想。但事實上，討論問題時應該客觀和理性，做得好
的應該讚，不好的便批評，應該「對事不對人，對事
不對黨」。

讚CY扶貧工夫多
他坦言，梁振英可能有些地方的確做得不夠好，但
他在扶貧等方面的確做了很多上屆政府沒有做的事，

而國家在不同層面上，如教育、經濟等都有改進，這
些都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事實。
何濼生指出，善意的批評並沒有問題，有錯大可指
正，但針對人和黨都是沒有意思的，而目前的局面
是，很多示威者不守法，更與中央對抗，只會令中央
擔心香港人能否依法治港，而對抗只會令爭取民主的
路更艱難。

批「佔」抱對抗心態行錯棋
他批評，「佔領」是走錯了的一步棋，「整件事一
開始已經是錯的，因為若他們是希望爭取低門檻的普
選，就更加應該放棄做一些刺激北京（中央）的事，
只要北京（中央）放心，相信香港人會依法做事，自
然會讓香港有更大的政改空間，但他們目前卻以對抗
的心態，更針對國家政權。」
「三十會」召集人李律仁則在論壇上稱，政制發展

是會不斷向前的，既然香港市民都明白中央希望普選
循序漸進，特區政府大可以向社會清楚地解釋，讓市
民有信心這個方案在將來仍然會有進步空間。就學聯
所要求提交改善方案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他
就認為「政治一日都嫌多」，要求特區政府強行交出
這些東西根本沒有意義。
「保衛香港行動」召集人傅振中在台下發言時批

評，「佔領」本身已是一場「顏色革命」，而很多搞
「顏色革命」的國家及地區最終都沒有好下場。

■■公民社會聯合行動公民社會聯合行動 舉行舉行「「政政
府應怎樣突破困局達至真普府應怎樣突破困局達至真普
選選？」？」，，講者合照講者合照。。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昨日舉行的中國國家安全論壇昨日舉行的中國國家安全論壇，，多位與會者談多位與會者談
及及「「佔中佔中」」與國家安全問題與國家安全問題。。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李慎明表示，中國須警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採用金融、意識形態和以街
頭政治為主的軟辦法，以街頭政治為主要手段的「顏色革命」接連在發展中國家
上演。圖為「佔領」者與警爆衝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