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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香港 反對佔中 第五十八天

三千人登獅山 冀港回歸融洽
宣揚「一家人」理念 劉江華籲「放開矛盾」商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領」行動引發的社會爭論不

休，人與人關係日趨撕裂。九龍區社團組織昨日舉行登山活

動，宣揚「獅子山下一家人」理念，期盼社會回歸理性和諧。

昨日出席活動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呼籲社會「放

開彼此心中矛盾」，並希望「佔領」者盡快撤離，讓社會重拾

平和、理性氣氛，讓政制發展討論和香港未來可平穩發展。

鍾港武「小巴大王」齊捧場

登山友同聲：盡快退場

逾八成人促撤 葉太：「三丑」應馬上自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佔中」阻路擾亂交通和秩
序激起民憤，市民要求「佔領」者撤離的聲音亦愈來愈大。
新民黨昨日公布的「佔中」民意調查發現，有66%受訪者表
示不支持「佔領」行動，有82%的受訪者認為「佔領」者應
盡快撤離，83%的受訪者認為「佔領」者違反法庭禁制令會對
香港法治基礎帶來衝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佔
中」影響交通尤其嚴重，引起市民反對，她認為，為了減輕
市民的痛苦，「佔中三丑」應馬上自首，不用等到下個月。

83%認同違禁令損法治
民調由新民黨聯同「公民力量」聯合進行，調查日期由本
月13日至19日，在36個住宅區進行，包括公共屋邨及私人屋
苑，成功訪問了超過1,700人。調查結果顯示，有82%的受訪
者認為「佔領」者應盡快撤離（見圖），不認為的僅6%，無
意見的有12%。另外，有83%的受訪者認同「佔領」者違反
法庭禁制令會對本港的法治基礎帶來衝擊，不認同的有
17%。至於是否支持「佔中」，有約66%受訪者表示反對，只
有10%表示支持。
對於「佔中」是否影響日常生活，65%受訪者表示認同。認

為「佔中」影響日常生活的受訪者當中，有60%的人認為主
要是交通上，約26%認為在情緒上，其餘受影響的範疇，包
括工作或學習、日常購物及社交生活等。此外，僅8%受訪者
認為學聯早前計劃上京表達訴求對事件有幫助，認為沒有作
用甚至有負面影響的，受訪者比率各有約35%。
葉劉淑儀指出，反對「佔中」的受訪者比率增加，主要因

為「佔中」對民生方面，特別是交通等影響嚴重，當中她留

意到住在港島區的人對「佔中」尤其反感，此外，「佔中」
出現衛生問題及暴力衝擊，亦令市民不滿。她又認為「佔
中」已經變質，已失去市民支持。
葉劉又指，「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早前聲稱自己無法

控制「佔領」行動，而目前「佔中」已出現很多「山頭」，
沒有領袖可以代表大多數人，擔心「佔中」會像其他群眾運
動一樣，最後發展至無法控制的境地。
對於「佔中三丑」聲稱會在12月初自首，葉劉淑儀昨指，
「我覺得為了減輕市民的痛苦，如果他要自首請快一點，明
天便去自首。」她補充說，他們一定要負責任，不能闖大禍
後不了了之。

田北辰：青年法治觀念受衝擊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則擔心年輕人對法治的觀念受到衝

擊，因為他留意到18歲以下及18歲至29歲的兩個組別，分別
有38%及32%不認同違反法庭禁制令會衝擊法治。他又不認
同應該將「佔中」的責任推在特區政府身上，特別是政府已
打開對話之門，只是學聯的態度過分極端，要爭取一些無法
爭取的事情，特區政府根本無法做到。

■新民黨昨日公布民調發現，83%受訪者認為「佔領」者違
反禁制令會對香港法治基礎帶來衝擊。

九龍各界慶典委員會昨日舉辦
「九龍各界社團『獅子山下一

家人』登山活動」，約3,000名參加
者昨晨先在九龍慈雲山邨中央遊樂場
集合。

林武陳鑑林出席開步禮
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劉江華、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部長何靖，及立法會議員陳鑑林、
黃國健、梁美芬，連同九龍各區民政
事務專員、區議會主席和九龍各界社
團領袖一同出席開步禮。

參加者寫心願貼「願望樹」
登山活動全程共7公里，途經慈雲
山道、沙田坳道、彩雲扎山道，最後
到達彩雲牛池灣街，是「慈沙古道」
（慈雲山至沙田）的重要一段。大會
又在最高點派發貼紙，讓參加者寫上
心願並張貼在「願望樹」背景板。
劉江華在致辭時表示，每當面對逆

境和困難時，他都會想起「獅子山
下」的守望相助、互助互愛、同舟共
濟的精神。他又引用經典歌曲《獅子
山下》的一句歌詞，希望社會各界可
以「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
追」。

主流民意不想法治受衝擊
劉江華又稱，主流民意都不希望法
治受衝擊，期望社會盡快恢復秩序，
市民生活可回復正常。他呼籲「佔
領」者盡快撤離，讓社會重拾平和、
理性的氣氛，讓政制發展討論和香港
未來可繼續平穩發展。
他又指，在社會不同發展階段，都
需要聽取年輕人的聲音，在這個時

期，更重要看看青年對社會各方面，
有積極和互動的關係，任何一屆政府
都需作思考。除政府以外，社會各界
別也可提出意見。

何靖：「獅山精神」拚搏共濟
何靖對今次登高活動予以肯定，更

與20多名同事和家屬一同走到最高
點。他形容活動可帶出正能量，同時
亦可讓港人望得更遠。而即使前面山
路再難行，正是需要這份「獅子山精
神」，勇於拚搏，迎難而上。
他又指，「獅子山精神」代表包

容、拚搏、自強不息、同舟共濟，而
正是這份精神，鼓勵了幾代香港人，
創造了香港奇跡。而香港屬多元社
會，應互相包容、和諧、團結，尤其
本港面對着如此大的挑戰時，「獅子
山精神」更為重要。

蔡加讚：應團結 溝通解紛爭
活動大會主席蔡加讚表示，當前香

港機遇和挑戰並存，近期因訴求和政
見不同，社會分化撕裂日趨嚴重，更
令家人和朋友間關係受到影響，對香
港和諧穩定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衝
擊。他指，「獅子山精神」是港人克
服各種危難和挑戰的精神動力，而社
會在這個關鍵時刻，更應進一步秉持
和宏揚「獅子山精神」，團結一心、
和衷共濟，用溝通解決紛爭，用包容
替代對立，讓社會回歸理性和諧。
承辦今次活動的九龍社團聯會理事

長王惠貞則希望，藉着今次活動凝聚
九龍區各界人士，一同在獅子山下享
受登山之樂，呼籲社會各界一同促進
社會融洽，增進家庭和睦，將「獅子
山下一家人」傳遍九龍以至全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佔領」行動令
港島北和旺角市
民的生活大受影
響，運輸業界也
蒙受損失。油尖
旺區議會主席鍾
港武和經營小巴
生意的馬亞木父
子昨日均參加
「獅子山下一家

人」登山活動，希望香港停止因「佔領」行動
造成撕裂，發揚「獅子山精神」。

鍾港武：勿損港人感情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表示，「獅子山精

神」並非只代表個別的想法，而是代表全香港
市民，要為香港着想，別做破壞香港的發展和
建設，或破壞香港人感情的事。他希望可透過
次活動，身體力行，真正體現「獅子山精
神」。
鍾港武又指，油尖旺區議會已於上月底通過動

議，有逾90%議員要求「佔領」行動盡快結束，
恢復社會秩序。不過，現時「佔領」者繼續堵塞
道路，令當區市民和商店感到失望和憤怒。
他稱，有商戶曾向他反映過去2個月已賠了

幾十萬元，但他認為「佔領」行動除了導致經
濟上的損失，同時帶來感情上的「損失」。
他補充，不少人與家人和朋友以至社會造成

撕裂，實與「獅子山精神」相違背。

83歲馬亞木：盡力行
年屆83歲的「小巴大王」馬亞木昨日與兒子

馬僑生亦一同支持登高活動。馬亞木稱會盡力
參與，「行得幾多得幾多。」
馬僑生指，「佔領」行動已影響民生多時，

希望問題可以盡快解決，「佔領」者將道路交
回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獅子山下一家人，家
人同心舉步行」，九龍各界社團昨日舉行「獅子山下
一家人」登山活動。約三千名參加者昨日早上先在慈
雲山邨中央遊樂場集合，當一眾嘉賓將過百個氣球放
上天空並按了響號後，登山正式展開。參與昨日活動
的市民，不論男女老幼，都異口同聲呼籲「佔領」者
盡快撤離，不要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

86歲秦生：肚唔飽 講什麼民主
參加者不論老幼，均踴躍

參與今次活動，包括年屆86
歲、居住牛頭角的秦先生。
他憶述上世紀50年代初到香
港，找一份工作也很困難，
做打工仔時試過一年都未曾
休息，日子也是這樣捱過。
而過去觀塘、牛頭角、深水
埗等地方都是一片片空地、

爛地，是過去香港人靠着「獅子山精神」，艱苦拚搏
才創造現時的繁華。

他認為，現時的生活比過往已有很大的進步，只是
年輕人不知道前人努力創造香港的景況，希望他們一
代可珍惜現時所擁有的成就。他說：「肚唔飽，講什
麼民主都係假。」爭取民主也不應離開應有的框架，
形容「佔領」行動是無理的爭取。

胡女士：影響民生 盼護港福祉
胡女士與5歲兒子

一同參加昨日的登高
活動，形容現場有很
多市民一同參與，不
論老幼也熱愛香港，
一同發揚「獅子山精
神」，令她感到非常
開心。她又指，「佔
領」行動已影響市民
生活，上班上學也受
到阻延，期望「佔
領」者可為香港福祉
着想，盡快撤離。

陳女士：違法霸路 社會更亂
觀塘居民陳女士認為，

「佔領」行動已嚴重影響市
民生活，「佔領」者應盡快
撤離。他指，市民可以爭取
不同訴求，但不應使用違法
的方法。她擔心，若社會都
以「佔領」方式爭取訴求，
只會令社會變得更亂。她又
指，「獅子山精神」象徵港

人同屬一個整體，應該一同努力，一同付出。

上海人：協商解困 勿「偽民主」
來港5年

多的上海人
曉丁，昨日
與10多名滬
港校友聯合
會成員一同
參與活動。
他 認 為 ，

「獅子山精神」象徵拚搏向上，實在值得傳承下去，
而香港過往很好地發揮這份精神，但年輕一代近乎有

所缺乏。他認為民主是應該用協商解決問題，「佔
領」者所爭取都只是涉及私利的「偽民主」。

趙同學：部分人「搞事」阻交通
20歲就讀 IVE的趙同學認

為，「佔領」者當中確有參加
者希望爭取民主，但相信有部
分確實「搞事」。他指，「佔
領」行動發展至今，已對交
通、政府運作造成影響，繼而
影響整個香港。市民應用和平
方式表達訴求，以溝通解決問
題，不應以衝突方式解決。

趙太：父子談政須了解尊重
趙太表示，家長面對年輕一代時，大可與子女談論

政治議題，毋
須迴避。即使
大 家 想 法 不
同，亦應進行
溝通，互相了
解和尊重各自
的想法，家庭
才可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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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社團組織昨日舉行登山活動，宣揚「獅子山下一
家人」理念，期盼社會回歸理性和諧。 劉國權 攝

■83歲的「小巴大王」馬亞木(左)昨日與兒子
馬僑生一同支持登高活動。 劉國權 攝

■鍾港武認為「獅子山精
神」代表全香港市民。

羅繼盛 攝

■羅繼盛 攝

■羅繼盛 攝

■羅繼盛 攝

■羅繼盛 攝

■上海人曉丁(右一)。 羅繼盛 攝

■趙太(右三)。 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