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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香港 反對佔中 第五十八天

落區處處被趕「佔」者淪「過街老鼠」
市民自發杯葛反對派街站 拒魔爪伸入社區危害生活

九龍石硤尾邨美映樓22日中午發生氣體

爆炸事故。截至昨日下午 7 時，事故已造

成1人死亡，12人受傷，5名消防員危殆。

事實上，處理氣體爆炸事故，消防員面臨

的挑戰和危險防不勝防。消防員捨身救人

的英勇精神值得讚揚，但要為他們提供周

全的保障。調查石硤尾邨煤氣爆炸事故，

特別要找出消防員在氣體爆炸事故中如何

減少和盡量避免傷亡的保障方法和措施。

在不少市民心目中，香港消防處人員是

真正的英雄。每當有事故發生，市民從災

場逃出來，消防員卻總是冒險衝進災場，

為了救人，消防員面對危險仍全力以赴，

即使犧牲性命亦在所不計。消防員救火救

人，往往要克服恐懼，面對危難，處變不

驚，而且經常要冒生命危險，執行具挑戰

性的任務。市民對消防員的正面印象絕非

一朝一夕建立，是消防員多年來努力不懈

的表現所累積起來。

消防處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石硤尾邨煤

氣爆炸事故，將調查氣體洩漏、爆炸及引

致多人受傷的原因，以及檢視滅火救援程

序，並邀請政府化驗所和機電工程署轄下

的氣體標準事務處協助調查。消防處發言

人說根據行動指引，消防員處理氣體事故

時需穿上全套保護衣物、帶備呼吸器、爆

破裝備及可燃氣體探測器，從事故現場亦

收回到呼吸器等保護裝備。消防處職工總

會副主席歐華鍵亦表示，消防員接報到懷

疑洩氣的單位後，如果無人應門，就會爆

門入內，消防員會穿上整套防火衣物，亦

會灑水或以濕布包需要爆破的地方，以

免產生火花。相信事件中的消防員跟足指

引，今次造成多名消防員受傷，情況特

殊。

香港消防處是一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

精英紀律部隊，在市民心目中，亦是一個

效率高、服務好的政府部門。消防員捨身

救人的英勇精神值得讚揚，沒有人比消防

員更能體會生命的珍貴，對於陷入險境的

人，消防員是他們在危難、驚惶和無助中

的希望。在消防員拯救市民生命的同時，

當局要為他們提供周全的保障。

（相關新聞刊A9版）

消防員捨身救人 更要有安全保障
學民思潮昨日聯同學聯及其他「佔領」團體發動

所謂「社區日」，宣傳違法「佔領」行動，學民思

潮並向市民派發所謂「點解要阻住你」的宣傳單

張。學民思潮用歪理為其堅持非法佔領行動辯護，

公然抹黑社會各界對非法佔領行動的批評，抹黑各

界人士和輿論苦口婆心勸喻學生撤離的呼籲，如此

以怨報德、以惡報善，實在是昧了良知。

學民思潮「點解要阻住你」的宣傳單張，以16條

歪理為其堅持非法佔領行動辯護。如第一條聲稱：

「示威者得把遮，成個運動一塊玻璃都無爛過，根

本不可以叫暴動。」事實是非法佔領已經步向暴

亂，衝突與罪案一再發生，佔領者用遮攻擊和戳傷

警員，並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暴徒用鐵馬及磚塊

猛烈衝擊立法會大樓，大樓多處損毀嚴重，玻璃門

碎裂，磚牆被撬毀。「佔中」已徹底撕下「愛與和

平」的面具，學民思潮還公然否認非法「佔中」的

暴力性質，這是睜眼說瞎話。

學民思潮否認非法佔領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與生

計，輕描淡寫稱「阻路阻街只係幾日幾星期」，罔

顧非法佔領已超過50天，令各行各業和普羅市民受

盡熬煎。對於非法「佔中」收取大量政治黑金，學

民思潮辯稱只是「收少少錢」，這是此地無銀。對

於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學民思潮竟然不倫不類

打比方說，「你後生搵老公，一個90歲，一個100

歲，你要唔要，揀唔揀」，這種荒謬比方，已經跡

近無賴耍潑了。

學民思潮宣傳單張最令人不齒的，是以怨報德、

以惡報善，抹黑各界人士和輿論苦口婆心勸喻學生

撤離的呼籲。如對於社會勸喻學生「不上堂去搞街

頭暴力行動會影響前途」，宣傳單張竟然稱「就係

為左前途至咁做」，企圖以此欺騙一般無辜學生，

令他們意識不到因為參與非法佔領行動而影響前

途。

對於社會批評非法「佔中」破壞兩地關係影響香

港發展，學民思潮竟然聲稱香港無須依靠內地，食

水可以化淡，旅遊業可以不要內地旅客來，金融中

心也可以不與內地合作。這完全是一派胡言，非但

暴露學民思潮是典型的經濟盲，而且暴露學民思潮

頭頭對內地的排斥和仇視。

學民思潮利用社會對學生的寬容，一而再、再而

三堅持與民為敵，阻住市民正常生活與生計，不但

透支完社會的寬容，而且引起社會對學民思潮的厭

惡和憤怒。學民思潮須懸崖勒馬，立即順從民意終

止非法佔領行動，否則必受法律懲處。

學民思潮以惡報善昧了良知

「學民思潮」昨日聯同學聯及其他「佔
領」團體發動所謂「社區日」，宣傳違法
「佔領」行動，就坊間對「佔領」行動的
質疑，在全港21個街站大派洗腦單張作出

回應，聲稱「佔領」期間無爛玻璃不算暴動、阻街幾日
幾星期「十分值得」等等，隻字不提近期衝擊立法會事
件和「佔領」對民生百業的嚴重影響，更無說明違反法
庭臨時禁制令的後果，引起地區市民強烈不滿，批評
「雙學」在地區死撐「佔領」妖言惑眾，脫離民情。

「學民」繼本月16日在本港5個地點設立街站大派洗
腦單張後，今次更聯同學聯擴展至21個地點派發「佔
領」單張，宣稱要「深入港九新界，宣傳理念，連結社
區」。其中，「學民」引述「序言書室」資料編制的單
張，以問答形式回應坊間對「佔領」行動的16項質疑。

第一道問答提到，外界質疑「佔領」者是暴民，單張
卻指「示威者得把遮，成個運動一塊玻璃都冇爛過，又
冇放火燒車燒舖頭，根本就唔可以叫暴動！」第三道問
答提出，外界質疑「佔領」行動影響他人生活，單張就
指「阻路阻街，只係幾日幾星期」，聲稱「佔領」行動
只為選出「好政府」，市民值得受阻街之苦；第六道問
答提到，外界質疑「佔領」者衝擊警方防線很暴力，單
張則指「傷害人或者破壞物件先叫暴力」，聲稱「衝擊
防線只可以話係對抗，絕非暴力！」

上月初製作 無提衝立會違禁令
翻查資料，單張內容早於上月初「佔領」初段製作，

未有回應「佔領」發生至今逾8個星期的情況，以及期
間發生的衝擊立法會和各種暴力犯罪事件，更沒有預計
對民生的持續影響。有市民昨日接到單張後便指出，單
張內容與民意嚴重脫節，激發更大民怨。市民亦擔心以
不符事實的歪理包裝「佔領」，破壞原本安寧的社區，
市民對這些學生戒心更重。

另一方面，學聯昨日派發的學聯單張則聲言，「佔
領」者留守「佔領區」是避免場面冷清引發警方清場的
「自衛」行為，未有提及法庭禁制令要求「佔領」者離
開的嚴肅指示。

近期多個民調均顯示反「佔中」民意清楚強大，反對
派內部為免影響明年區議會選舉，各主要黨派早萌去意，正在醞釀
退場下台階或建議縮減「佔領區」。不過，「雙學」堅持不退不
縮，不僅要留守至被警員拘捕，更要在社區進一步宣傳「佔領」意
識。學生死撐行動打亂了反對派的地區部署，連續兩星期的「社區
日」，多個街站均被市民指罵，反映地區民意對「佔領」行動的反
感，反對派地區人士更如熱窩螞蟻，進退失據。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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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快將「爛
尾」收場，「佔中三丑」又
爆出「自首」消息，令到早
已「無人駕駛」的「佔領」

行動變得更四分五裂。有反對派「五方平
台」成員向本報透露，對於「退場」問
題，反對派議員及「佔中三丑」已經「等
得不耐煩」，在上周六一次聚頭會上，更
向「雙學」開火，質問「雙學」玩夠
未？會議過程極具火藥味。由於「三
丑」不希望再無休止地拖下去，於是借
「友好」傳媒發放訊息，指計劃在12月
5 日左右「自首」，同時更以「解散
『佔中』秘書處」及中止供應物資的手
段，試圖「斷水斷糧」，迫使「雙學」
就範。

「三丑」聚頭會向「雙學」開火
該名「五方」成員指出，「佔領」中

期，反對派政黨已經「嗅到燶味」，發現
市民反對聲音開始擴大，擔心影響區議會
選情，已經提出「退場」建議。但是，
「雙學」一直拖延，「『三丑』早在兩三
個星期前已經提出要離場，只是『雙學』
指有行動要做，一時說要闖京，一時又說
政府要清場，要求暫時擱置自首行動。但
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三丑』已經等到
火滾。」上周聚頭會上，「五方」再就自
首問題吵得面紅耳赤。

聲稱12月5日擬「自首」
當時，「雙學」提出，學生計劃在本周

「闖關」，待完成有關行動後才討論。面
對「雙學」「唔知想點」的處理手法，該
「五方」成員形容，「三丑」已經「忍無
可忍」，決定提出12月5日的「底線」，
「這日子是回應學生闖關，到時甚麼行動
都做完啦！」「三丑」又決定採取「斷水

斷糧」手段，包括解散「糾察隊」及關閉
物資站，「現時高登仔常來踩場，主要靠
糾察壓場，一旦沒有糾察隊，『佔領區』
便會亂七八糟，學生根本無能力維持秩
序，到時唔走都唔得。」

無力埋單 匆匆「斬纜」
至於為何「三丑」急着要「自首」？該
「五方」成員指，「退場」即是行動完
結，當初「三丑」的劇本只「佔領」數
天，初時過了一個月，仍指會繼續守護學
生，但如今擾攘近兩個月，仍然退場無
期，加上形勢愈來愈難控制，深知再拖下
去的話，「這張單根本無能力支付」，於
是匆匆「斬纜」，要算賬的話，就算早前
這筆，往後如何發展，則「唔關三丑
事」。況且，自首還自首，是否檢控？能
否入罪？法官如何判刑？全是未知之數，
一旦入罪坐牢，「三丑」更有機會成為
「英雄」，「他們已經甘地上身」，希望
盡快完成已經寫好的「劇本」。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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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等反對派大小團體的「社區日」計
劃聲稱，「佔領」行動經已持續50多

日，政府態度仍然「迴避」，他們會堅持爭取「真
普選」展示「決心和訴求」，期望透過「社區日」
宣傳「佔領」主張，呼籲各區「佔領」者在昨日下
午3時至6時直接前往全港21個地點參與。港島區
街站方面，有灣仔港鐵站柯布道莊士敦道出口、
炮台山港鐵站； 九龍東方面，包括石硤尾南昌街
社區會堂和樂富港鐵站等；九龍西方面，包括深
水埗黃金商場、黃埔花園德安街和紅磡道交界、
旺角東鐵站等；新界東方面，包括寶琳港鐵站和粉
嶺港鐵站等；新界西方面，包括荃灣大河道和葵芳
港鐵站等。20多個街站分別由「雙學」和民主黨等
政團分工，個別街站擺放時間更預定長達4小時至
6小時。

黃碧雲現身黃埔被斥「唔選你」
不過，多個街站均遭不同地區市民自發杯葛和指
罵。現場消息指，本身為黃埔西區議員的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黃碧雲昨日現身由民主黨負責的黃埔街
站，其間不斷被市民指罵，不少路過市民亦自發加
入，促請黃碧雲離開，直斥「唔該你快啲走，搞亂
晒香港，唔會選你」。警員需分隔不同意見人士，
維持秩序。
學聯常委梁麗幗及張秀賢與10多名義工則負責
旺角港鐵站的街站，派發「佔領」單張。其間，有
市民取過單張後即場撕毀，表達強烈不滿。張秀賢
稱，因應各區街站被市民包圍，街站義工會在區內
樓宇「洗樓」，調整行動策略。

「雙學」義工被圍促「收檔」
昨午約3時許，位於樂富港鐵站的街站，「雙

學」義工亦被大批市民包圍要求離開。有市民指
「你哋要搞唔該去返自己度搞」、「我哋唔歡迎
你」、「你喺度擺街站有冇問過我哋」，其間有人
報稱被打，多名警員到場處理。此外，「雙學」義
工在深水埗準備開站時，數名商戶即要求他們「收
檔」，有商戶說「我們支持民主，但希望你們不要

搞我們喇！有商戶知道你們嚟擺檔，相當氣憤，要
來鬧交」。該街站最終只擺放45分鐘草草收檔。

張超雄挨罵「唔係中國人」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則與一群「佔領」

者，到大埔墟東鐵站對開行人隧道擺設街站，
隨即遭一批市民圍罵，雙方發生激烈口角，市民
期間自發高叫口號，指街站人員「搞亂大埔」，
又大罵張超雄「唔係中國人」，有市民因對「佔
領」行動極度憤怒，一度作勢衝向派傳單者，但
未發生肢體衝突。屯門街站方面，工黨主席李卓
人亦被市民「圍攻」，市民指他不受歡迎，要求
離開。
此外，「學民」召集人黃之鋒現身將軍澳寶琳港

鐵站街站時被市民指罵，兩名市民更企圖取走街站
內所有單張，被街站人員阻止，有市民更疑向街站
「掟水彈」。傍晚時分，黃之鋒又疑遭一名身穿
「香港寬頻」外衣男子推跌，黃之鋒即時自行爬起
聲稱無意追究，男子隨後被警員帶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雙學」(學聯、「學民思

潮」)及多個反對派團體昨日發

動所謂「雨傘社區日」，在港

九新界擺設逾 20 個街站派發

「佔領」單張，在社區四處宣

揚違法暴力主張，爭取市民支

持。然而，反「佔中」民意越

來越強烈，包括黃埔、樂富、

深水埗和大埔墟等多個街站均

出現被市民自發杯葛甚至指罵

趕走，「佔領」分子「落區」

反變「過街老鼠」。有市民表

示，不歡迎「佔領」者破壞社

區安寧，搞亂香港，必須厲聲

趕走，避免「佔領」魔爪伸入

社區，危害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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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違法「佔
領」行動的一眾主事者聲稱會自首，但在
早前傳出多個自首日期，他們都未有實質
行動。昨日又有報道指「佔中三丑」將於
下月5日自首，「佔中」秘書處亦會停止運
作及退出「佔領區」。不過，「三丑」之
一的陳健民昨日顯得並不願意承擔，聲稱
這只是一些可能性，學聯及「學民思潮」
則表明不會跟從，而反對派政黨則意見紛
紜。
昨日有報章報道指，「佔中三丑」於大前
晚的「五方平台」會議上，提出計劃下月5
日自首，「佔中」秘書處及轄下小組亦會停
止運作及退出「佔領區」，物資也會移交其
他組織，「和平佔中」不會再以組織名義參
與「佔領」。「三丑」會在未來兩周約見相
關團體聽取意見，明日先與民主黨開會，周
三再會見反對派「飯盒會」。
不過，陳健民昨日聲稱，早前傳出的日
子「只是一些可能性」，又稱這幾天內會

作出決定，並召開記者招待會交代。

「雙學」表明拒就範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說，學聯認為現時
並非自首時候，他們傾向繼續留守，以完
成「公民抗命」程序再等候被捕。他聲稱
如果特區政府「完全不理」他們，才會考
慮在「合適時機」自首。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聲言尊重
「三丑」的決定，但稱政府有可能在下月
初清場，屆時將會被捕，因此不會跟隨
「三丑」自首，目前傾向與「佔領」者
「留守至最後一刻」並等待被捕，「以示
尊重法治」。

袋巾阿人「縮沙」鴿黨：再討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袋巾）及工黨主席李
卓人（阿人）都稱不會自首，而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則說會有黨員跟隨「三丑」自首，但
該黨立法會議員是否自首則要再討論。

聞定自首日期 陳健民閃縮拒認 「三丑」圖斷水糧 逼「雙學」退場

■「佔領」者被圍，
警員到寶琳站調解。

■「佔領」者所到之處皆被
圍，大圍街站亦不例外。

■李卓人在屯門街
站被圍。

■「佔領」者神
憎鬼厭，在樂富
被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