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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無懼「佔」禍 市民攜手同行撐警
大集會:
批「佔」撕裂人心毀法治 累港陷開埠以來最大危機

家庭醫生李家仁素來喜歡唱兒歌，當中《「小明」系列》更大受
網民歡迎。李家仁昨日亦有到團結香港集會，支持香港和諧，並以
一曲《小明愛家庭》憑歌寄意。
當中歌詞「有天先有地，有國先有家。多啲去關心阿媽阿爸，多

啲去認識自己嘅國家。做人真係要識諗，要識分是非，唔好人云亦
云」來呼籲學生們盡早離去，應多關心國家、家人，不要人云亦
云。
另外，老牌歌手李龍基亦專程於佛山趕回香港出席集會，並唱

多首歌曲支持香港。李龍基指，年輕人有理想是好事，但影響到
其他人安居樂業就要不得，希望香港盡早恢復平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家仁「小明」新歌 籲學生盡早離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有部分參與集會的市民除了支

持警方執法、希望香港人能夠團結外，亦有部分人不滿「佔領」行動
的主事者搞亂香港，如「雙學」代表、「佔中三丑」等。有見及此，
大會亦製作了一些道具供參與者洩忿。
大會製作了一些貼有「雙學」代表、「佔中三丑」的足球，供參與
者用腳踢，寓意踢走他們，還香港寧靜和平。出席嘉賓李偲嫣更主持
開球禮，大力踢走貼有戴耀廷的足球，在場人士隨即拍掌歡呼。其

後，參與者亦紛紛加入踢球，非常盡興。
另外，大會亦製作了一些紙板監獄，供「雙學」代表、「佔

中三丑」等人「入住」。當李偲嫣把這些罪人逐一送入獄時，
台下的參與者亦高呼「坐監！坐監！」

亂港乞人憎 「雙學」「三丑」製波任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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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

祖）違法「佔中」至今已為禍香港將

近兩個月，縱然法庭已下達禁制令，

不少「佔領」者仍「死不願走」。有

團體昨日於九龍公園舉行集會，支持

警方嚴正執法，及希望香港人能夠團

結。主辦團體表示，香港因部分人的

霸佔行為，令香港面對開埠以來最大

的危機，不單破壞香港一直自豪的法

治與經濟，更令香港人心撕裂，香港

人不再同舟共濟。主辦單位又指，香

港是我們的家，香港人需要重新團結

一致，再次發揮香港人獅子山下精

神，重建港人的家園，令香港再次發

出光彩。

正義聯盟、撐警大聯盟、藍絲帶運
動等多個團體昨在九龍公園舉辦

撐警大集會，並在台前放置兩條寫上
「團結齊心無懼前路風雨困阻、祝福
香港攜手互愛感恩同行」的布匾，又
不時高唱勵志歌曲，勉勵港人能團結
一致，齊心向「佔中」說不，並重建
屬於港人的家園。他們又促請「佔
中」發起人應早日結束行動，到警署
自首。

經民聯：雞犬不寧令人心痛
出席集會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指出，「佔中」發起人聲言不認
命，故要透過所謂「公民抗命」去爭
取他們構想的普選，但她反問：「難
道不認命就要用上犯法手段？就要
『公民抗命』？」她指出，香港社會
能夠走到今天，就是因為不認命，一
步一步地建設香港，如今卻令香港出
現撕裂問題，更已搞到香港雞犬不
寧，令人十分心痛，「當日『佔中』
聲稱愛與和平，現時卻是『恨與鬥
爭』。」
同樣出席活動的警務處前高級助理
處長鄧厚江表示，雖樂見青少年對政
治有興趣，但現時政治環境複雜，他
們先要有所掌握：「政治這一門是學
問，是很複雜的學問，很多青少年掌
握不到。他未曾掌握前，已經走出來
很想社會改變，這是很危險。」
鄧厚江又指，現實世界不是非黑即
白、非敵即友，市民應對中國、香港

的發展，及世界政治生態的轉變多作
了解。他指，社會撕裂問題並非一時
三刻能解決，認為「政治問題，立法
會解決；法律問題，法庭解決；教育
問題，學校解決」。

周伯展：阻長者覆診損健康
在旺角及中環開診所的眼科專科醫

生周伯展指，作為醫生最擔心就是病
人的情況。他指出，「佔領」行動令
部分長者不去覆診，「大家都知青光
眼需要滴眼藥水控制病情，如果沒有
藥水，病會破壞視覺神經，破壞是永
久性。影響生意不重要，影響病人健
康。」另外，周伯展又關注社會撕裂
情況，指愈親的人，撕裂就愈難修
補，希望社會大眾能給予多些時間修
補關係。
大會指今次集會高峰時期有約300人

出席，召集人李偲嫣對此表示有點失
望，但指因只有3天時間準備，未能及
時呼籲市民參加。李偲嫣認為，香港
市民已經慢慢醒覺，對「佔領」行動
已經厭倦。李偲嫣又希望「佔領」行
動盡快結束，家庭、市民不要再有紛
爭，學生應回家先作休息，然後重新
專注學業。
集會結束後，李偲嫣聯同旺角正義

聯盟成員，於晚上11時前往旺角亞皆
老街恒生銀行對開，掛上中國國旗，
及寫有旺角正義聯盟的旗幟，並在附
近的街板及電話亭貼上藍色貼紙，現
場氣氛大致平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班撐
警團體昨在九龍公園舉辦活動，不少市
民踴躍參與，期望藉是次活動喚起香
港人的心，為反「佔中」發聲。他們一
致認為，「佔中」為禍香港，令香港的
民生、經濟及國際形象等方面都大受影
響，促請示威者早日「還路於民」，否
則警方應盡快清場，恢復社會秩序。
從事證劵業的江先生認為「佔中」行
動必須早日完結，否則香港會損失很
多，最重要是沒有了法治、國際形象大
受打擊。他又批評「佔中」者的堵路行
為，給香港添煩添亂，更浪費了社會很
多資源，「我曾經去拆過他們的路障，
但都無用，結果他們又會再起過。」

「不代表港人，只令市民反感」
現職文員的林先生指出，「佔中」
令市民交通不便，批評示威者用錯方
法去爭取所謂「真普選」，「你以為

可以佔領一段時間便可以爭取到你想
爭取的東西嗎？你們根本不代表香港
人，這樣亦只會令市民好反感。」林
先生表示，出席昨日的活動是希望可
以抒發一下情緒。
現年62歲的潘先生說，香港過去數

十年來一直十分安穩，亦較少政治爭
拗，批評「佔中」示威者搞亂香港。
他認為，「佔中」只會令遊客及外資
不再來港，對香港未來有十分大影
響。他表示，今次出席活動是希望讓
所有香港人知道，他們是支持香港政
府、支持警隊執法。
育有兩名分別6歲及7歲大女兒的劉
先生表示，平日想到旺角亦因示威者
堵塞道路而造成交通不便，希望警方
可以早日清場。他又稱，如今連一些
學者都走出來煽動學生參與「佔
中」，十分擔心香港的教育制度會變
質，影響兩名女兒的成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近日
在大學畢業禮上拒絕頒授畢業
證書予「撐黃傘」畢業生，說
明畢業生行為不尊重場合，受
到各界肯定。特首梁振英前日
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處理青
年人矛盾不能只靠「氹」做好
人，還需敢於指正。面對香港
目前形勢，梁振英認為社會最
重要是處理好香港與中央的關
係、行政與立法關係等，「佔
中」事件過後亦需舉辦活動為
社會「鬆一鬆」。
「齊心基金」前日舉辦閉門
論壇，據悉逾200人出席，多
為專業人士和年輕人。據媒體
昨日引述與會人士與報道，梁
振英前日在論壇中提到，香港
社會八個要做及八個不要做的
事。報道說，八個要做的事包
括未來香港最重要的是處理好
與中央的關係、香港的國際關
係、行政與立法關係和兩代之
間的關係等。「佔中」事件令
社會氣氛緊張，此後要舉辦一
些活動讓社會「鬆一鬆」，同
時要幫助受影響的商戶和基層
人士。
報道續指，梁振英在論壇中

說不要做的事，包括社會不能
單靠做好人解決社會矛盾，青
年人不能只靠「氹」，強調要
「是其是，非其非」。梁振英
亦表明，不認同近日有大學校
長指學生在畢業禮上奏國歌時
撐傘有創意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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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儘管高等

法院對旺角「佔領區」的臨時禁制令已於當
區張貼並見報，但當區的「佔領」行動仍然
繼續。禁制令原訴人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
公司昨日透過代表律師，向「佔領」者發出
最後通牒，要求「佔領」者停止繼續違反禁
制令，否則會在不再發出通告下執行禁制
令。
律師陳曼琪昨日代表潮聯發出通知，表示潮

聯已為執行旺角「佔領區」禁制令準備就緒，
亦已與執達主任商討細節，雖不準備今日執行
禁制令，但發出最後通知，要求「佔領」者立
即終止佔領有關路段，停止繼續違反禁制令及
破壞法治，「潮聯有權不再發出通告而直接到
有關路段宣讀禁制令，在執達主任的協助下及
警方的支援下執行禁制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出席撐警活動
的警務處前高級助理處長鄧厚江指出，日前的
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後，社會各界的反應再次
確認香港絕大部分人都認同理性、和平爭取普
選，又相信今次事件令「佔中」行動發展至一
個新階段。他重申，不想見到「佔中」失控而
需要透過暴力去解決，但認為部分「佔領」者

會堅持留守，最終仍要以清場告終。
鄧厚江指出，警方負責維持社會秩序，遇
有衝擊事件會即時執法，若有人嘗試阻延警
方採取行動，是十分要不得的行為。他指
出，由於「佔領區」內不少道路被阻，不能
期望警方可在出事時「無遮無擋」地即時趕
抵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領」行動
歷時近兩個月以來，香港社會撕裂的情況愈來
愈嚴重。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分享了
數個她遇到的活生生例子，不約而同都因「佔
中」令家庭成員間出現爭拗，令人唏噓。

兒寫「黑警」老差骨灑淚
梁美芬指出，一名警員反映早前某日下班回

家後，兒子竟在其衣服上寫上「黑警」兩字，
令他十分震怒，更落下淚來，並即時叫兒子暫
時離開，讓他冷靜一下。梁美芬說：「他當差
數十年，平時為香港治安出生入死，現時卻遭

兒子這樣對待，可以想像到他的難過。」
梁美芬又說，日前到中環一街售賣耳環的店舖，

與其中一名售賣員閒談，得悉其公司自「佔中」
發生以後一直「拍烏蠅」，對方其後更向她表示，
早前與兒子到銅鑼灣逛街，她拿出一張信用卡予
兒子付款買東西，豈料兒子卻拿來購買支持「佔
中」的紀念品，便即時收起信用卡拒絕買貨。
她又指出，自己早前落區，一對公務員夫婦
向她表示，近日感到十分難過，因為他們決定
忍痛拒絕出席兒子的港大畢業禮，「他們從前
得知兒子成功考入港大時，感到十分開心，如
今卻無法接受學生竟可無禮對待畢業禮。」

■「團結香港」感恩集會表達巿民和平訴求及對警隊支持。 黃偉邦 攝

市民踴躍撐警 促示威者「還路」

「佔旺」賴死唔走
潮聯發最後通牒

梁美芬：「佔」累港家庭撕裂

鄧厚江料最終要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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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製作了一些紙
板監獄，供「雙學」
代表、「佔中三丑」
等人「入住」。當李
偲嫣把這些罪人逐一
送入獄時，台下的參
與者亦高呼「坐監！
坐監！」。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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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踢貼有戴耀廷
的足球洩憤。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