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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學聯以及一眾反
對派議員昨日大肆落區宣傳。「學
民思潮」並製作了一份名為「點解
要阻住你？」的單張，以自問自答
方式解釋所謂「雨傘革命」理念。
如果「學民」希望藉着這份單張為
「佔中」塗脂抹粉，這是當全港市
民都是傻瓜。整份單張內容邏輯混

亂、不顧事實、偷換概念，完全可作為邏輯堂的謬論
示範。市民不是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不會被黃之鋒
的花言巧語蒙騙，「學民」以這樣一份單張意圖落區
「播毒」，完全是自暴其醜，更令人想起英國作家
Samuel Butler的名言：「我不在乎你對我說謊話，可

是我恨你對我說粗製濫造的謊話。」可笑的是還有人
讚賞這班人是香港的希望云云，如果這些人將來掌權
了，香港還有何希望可言？
這份「播毒」單張謬論在哪？一是扭曲事實。說示
威者「得把遮，成個運動一塊玻璃都冇爛過」。然
則，「佔領暴徒」全副武裝衝擊警方防線、上周三暴
力衝擊立法會、在「佔領區」設置致命陷阱意圖製造
流血事件，都是和平？如果一塊玻璃都冇爛過，哪上
周三立法會外被暴徒打碎的又是甚麼？黃之鋒是否有
選擇性失憶？
二是偷換概念、邏輯混亂。外界批評「佔領」街頭

影響他人生活，「學民」卻指「阻路阻街，只會幾日
幾星期，但係假普選，遺禍係幾年、十年，甚至係我

哋嘅子孫！」這個答案令人懷疑黃之鋒等人的理解能
力是否有問題，人們問的是阻路影響生活，他卻扯到
十萬八千里遠。按其邏輯，是否為了所謂「真普
選」，做甚麼事都合理？都不應追究呢？當被問到鼓
動學生參與「佔中」會影響其前途時，「學民」又指
若不「佔中」，香港「官商勾結」嚴重，青年才沒有
前路，完全不知所云。總之所有答案都是有結論無推
論，有立場無證據。而且，他們翻來覆去都解釋不
到，何以他們不滿意政制就可以剝奪他人權利？他們
憑甚麼代表市民？
三是避重就輕。對於外界質疑他們收錢策動「佔

中」，「學民」反駁指「收少少錢，唔單止要日曬雨
淋要瞓街，仲有機會俾人拉……」固然，青年學生參

與「佔中」相信未必都有收錢，但卻不能證明「學
民」沒有收錢、黃之鋒沒有收錢。恰恰相反，愈來愈
多證據揭發有「黑金」支援「佔中」，而「學民」更
是財來自有方，黃之鋒母親就是「學民」財政大臣，
兩母子拍住上。黃之鋒要釋除外界疑慮，不是借單張
自問自答，而是要拿出證據，向市民交代，向參與的
青年學生交代。
這份「播毒」單張充分反映「學民」水平，其中黃

之鋒剛剛還在中學文憑試通識科考獲五級成績。可以
想像，以黃之鋒一貫的偏頗立場，以及有結論無推論
的風格，竟可在通識科取得好成績，這不是說明通識
科秘訣就是愈反政府愈高分嗎？如此，出現這樣一份
荒謬絕倫的單張就不出奇了。可幸市民心明眼亮，
「學民」昨日落區「播毒」不成，反而被不少街坊嚴
正斥責，猶如過街老鼠，最終灰頭土臉地離開，這說
明公道自在人心。

學民思潮「播毒」單張大可作為邏輯堂的謬論示範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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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媒揭露，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一星期內至少
三次與黑幫中人「刀疤剛」密會。兩人表現熟絡，言
談甚歡，其中一次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更在座。據報
道，會面期間「刀疤剛」曾向黎提及「很難請人」，
黎聽後更輕拍其肩膊，並與「刀疤剛」握手道別。而
有網民在有關照片中發現，「刀疤剛」身邊其中一個
親信，過去屢次出現在周永康、黃之鋒等人旁邊，擔
當保鑣保護兩人安全，令人懷疑「佔中」與黑幫分子
有關係。

黑幫分子已大舉滲透「佔中」
有網上消息透露，有人在「佔中」期間出資3,000萬

元聘請黑幫分子參與，主要工作是負責運送物資到
「佔領區」、做路障，甚至是作為衝擊警方防線的主
力。

雖然有關消息未證真偽，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3個
「佔領區」之中，早已有大批黑幫分子滲透其中。旺
角「佔領區」爆發的多次嚴重衝突中，帶頭者都是一
班頭戴面罩、一頭金髮、滿身紋身的黑幫分子，他們
視警察如仇人，假扮示威者肆意襲擊警員及向警員挑
釁，之後迅速混入人群中躲避追捕，甚至用其他「佔
領」者來阻擋警員。事後，警方將多名黑幫分子拘
捕。但大批黑幫分子卻沒有離開，反而沒日沒夜在各
個「佔領區」留守，說明他們是有組織、有計劃地混

入「佔領」者中搞事。
這些黑幫分子在「佔領區」內橫行霸道，粗口橫

飛，動輒對人拳腳相向，不少「佔領」者都敢怒不敢
言。然而，有人卻看上黑幫分子的「戰鬥力」，只要
有錢就可呼之即來，作為3個「佔領區」的「睇場」。
很多時候，「佔領區」其實都在擺「空城計」，只有
帳篷沒有人。這時，一班黑幫分子便成為「佔領」主
力，充撐局面，以免樹倒猢猻散。另一方面，黑幫分
子經常製造衝突，衝擊警方防線，目的就是將對抗升
級，令「佔中」持續下去。所以，有人才不惜重金勾
結黑幫參與「佔中」。黑幫分子參與「佔中」一是為
錢，二是利用「佔領者」身份可「大模斯樣」衝擊警
員，以「一吐平日烏氣」，彼此各取所需。黑幫分子
滲透入「佔中」行動，不但令「佔領區」內品流複
雜，容易衍生各種罪案，而且黑幫分子好勇鬥狠，引
發大量激烈衝突，其中旺角「佔領區」更成為了最大
「火藥庫」。青年學生參與其中，安全難有保障。

黑幫介入「佔中」開啟干政大門
更令外界憂慮的是，黑幫大舉介入「佔中」，等同

開啟了黑幫干預政治的大門。政客公然與黑幫合作甚
至勾結，隨時令本港重蹈台灣李登輝時代「黑金政
治」的覆轍。台灣「黑金政治」早已惡名遠播，「黑
金」中的「黑」，就是黑道；「金」，就是金錢。
「黑金政治」指的是政治人物與黑幫勾結，策動各種
政治行動，甚至利用暴力、賄選等威迫利誘手段控制
地方政治勢力，以取得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位置。

「黑金」出身的政治人物，
通常在從政過程會以貪污等
方式回饋黑幫。「黑金政
治」在台灣李登輝執政時代
最肆虐，不少有黑道背景的
人「漂白」謀求「保護傘」，利用在地方的強大財力
當選，在任時又利用職位為自己「護航」，造成當時
台灣政治烏煙瘴氣。

台灣殷鑑不遠，香港在這次「佔中」行動中竟然也
出現了「黑金政治」跡象，不但巨額經費來源不明，
隨時是見不得光的錢，更有大批黑幫分子參與其中，
有人公然與黑幫勾結搞事。此例一開，將來有關政客
便可以進一步與黑幫合作，一方提供金錢及人力，一
方提供政治「保護罩」，讓黑道的魔爪伸入政壇，香
港的廉潔政治勢將遭受沉重打擊，全港市民都不願意
看到這種情況。

對此，當局必須嚴厲處理：一方面徹查「佔中」背
後各種關係網，追查當中是否有人勾結黑幫亂港，並
追究其刑責，當中黎智英與黑幫分子接觸證據確鑿，
其幕後資金又來路不明，更應首要調查；另一方面，
對於一些黑幫分子肆無忌憚參與「佔中」衝擊警員，
警方應該進行針對性打擊，主動拘捕搞事者，令黑幫
分子不敢再氣焰囂張。針對「佔中」行動中，反對派
議員大肆參與，不少議員更與黑幫分子有不少交集及
聯繫，當中是否存在立法會議員勾結黑幫的問題，與
立法會聲譽及社會利益攸關，立法會應作出調查，全
力遏止，絕對不容許「黑金政治」禍港 。

必須徹查「佔中」勾結黑幫搞事 不容「黑金政治」亂港
「佔中」行動黑影幢幢。有傳媒揭發反對派及「佔中」幕後金主黎智英，近期頻頻密會一名

黑幫中人。及後，有網民更發現有黑幫分子長期伴隨周永康、黃之鋒等學聯、「學民思潮」頭

頭，猶如保鑣般守護在側。旺角「佔領區」亦一直有大批黑幫分子滲透其中，甚至成為衝擊警

方主力，這些都顯示黑幫有插手「佔中」之勢。「佔中」分子龍蛇混雜，黑幫分子或故意掩飾

身份搞事，挑戰警權，對社會安寧以及參與「佔領」的青年學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黑幫介入

政治為香港社會敲響了警號，有人為了一己政治目的不惜勾結黑幫，等同打開了黑幫干政的

「潘多拉盒子」，令本港重蹈台灣李登輝時代「黑金政治」的覆轍，後果將不堪設想。當局必

須徹查「佔中」有否勾結黑幫搞事，尤其是黎智英所扮演的角色；執法部門也應將搞事黑幫分

子繩之於法。同時，大部分反對派議員都有參與「佔中」，他們與黑幫分子有何關係？有否互

相勾結？這不但與立法會聲譽攸關，更關係到全港市民利益，必須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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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是全球關注
的社會問題
之一，近年
香港發生多宗家暴事件，有些更導致倫常慘劇，例
如最近土瓜灣斬妻兒案，令人痛心。為響應11月25
日「國際消除針對婦女暴力日」（又稱「國際消除
家庭暴力日」），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日前發起
請願行動，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家庭暴力問題。
在不少牽涉婦女遭受暴力、性虐待和虐待的案件

中，施暴者大多數是她們的家庭成員。
社署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新呈報虐待配偶/同居
情侶個案有2,044宗，其中1,712受害人是女性（近
83.8%）。
按此推算，全年個案數字將超越2013年 3,836

宗，而去年個案數字亦較 2012 年 2,734 宗上升
40.3%，可見家暴個案有上升趨勢。

經濟封鎖屬暴力 婦女多不知
不過，上述數字相信只屬冰山一角，因為很多婦

女對暴力虐待認知不足。除了身體和性暴力外，言
語侵犯、精神虐待、經濟封鎖等亦屬於暴力一種，
政府有必要加強教育及支援家庭輔導的工作，例如
評估香港家暴嚴重程度，加強支援危機家庭，保障
婦女安全。
同時，施虐者重犯情况普遍，施虐者本身亦可能

曾是家暴受害者，故政府應增撥資源，加強為施虐
者提供輔導服務、家庭治療等配套和跟進服務，改
變施虐者的行為模式，中止家庭暴力惡性循環，消
除家暴禍害。
最後，要加強宣傳反暴力教育工作，提升婦女及

社會大眾對暴力的認知，並向受害婦女提供法律支
援服務，協助她們了解個人權益，通過各種機制保
護婦女及其家庭成員免受暴力對待，避免悲劇發
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聯發起「闖關」前夕，已經開
始有零星「闖關」行動。昨日再有「佔中」者被內地當局拒絕入
境。
「佔中」行動「核心組織」公民黨，其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證

實，他的一名19歲「助理」、本身屬「學民思潮」義工的黃梓
甄，昨日中午經羅湖前往深圳，聲稱打算參加親戚婚宴，過關時
被公安截查，最後被告知因「參加違反國家安全活動」，被拒入
境，更被提醒於短期內不要再次入境。
黃梓甄聲稱，當時被公安截查，在房間內被搜查行李，以及
記下身份證、回鄉卡、議員助理證等資料。公安又要求她輸入
手機密碼，再檢查手機電話簿、訊息等，同時替她拍照作記錄
用途，並提醒她短期內不要再入境。當她查詢為何被拒入境
時，公安就指出，因為她「參加違反國家安全活動」被拒入
境。

郭家麒拖其他市民落水
郭家麒發表發明，聲稱對事件表示遺憾，指過去一段時間，很

多市民亦有參與「佔領」行動，如果因為「佔領」者立場而受到
這樣的對待，是響起了很大的警號，將令年輕人對中央失去信心
云云。

田北辰：李卓人非生意人 勿亂講「佔」禍無損經濟

「學民」參「佔」義工北上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職工盟昨
日建議企業來年向僱員加薪7%，並聲稱
「佔領」行動影響經濟的說法缺乏實際數
據支持，如藉此減少員工加薪幅度，可能
釀成罷工潮。新民黨副主席、時裝集團縱
橫二千（G2000）主席田北辰(見圖)昨日批
評職工盟沒有資格這樣說，因為職工盟秘
書長李卓人並非生意人。田北辰又表示，
其公司生意額在「佔領」期間已下跌近兩
成。

G2000生意額跌近兩成
「李卓人（職工盟）都不是生意人，他不
去問我？他有甚麼資格說這番話？」田北辰
昨日指出，其公司在香港有近40間門市，整
體生意額由「佔領」開始至今下跌18%，其
中在「重災區」旺角，生意額更下跌超過四
成。
他認為，「佔領」影響的不只是個人遊

生意，本港市民亦受「佔領」氣氛影響。

「我感到港人消費
意慾減少，（公司
統計反映）本地人
和個人遊生意額都

下跌了。」他表示，若「佔領」於短期內
退場，商戶仍可維持，但若持續至明年3
月，則會有店舖倒閉，因為租戶只能向商
舖業主爭取寬減一兩個月租金，但絕不能
長期減租。
田北辰又說，海外投資者擔心「佔領」開

了一個很壞的先例，令人覺得港人不再尊重
法治，外商害怕將來港人會否因為不同原因
而不守法，令香港投資環境變差。

陳茂波籲停拉布
建造工飯碗不保

他表示，財委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拉布和不合作
運動已拖延審議政府的撥款申請，導致工程項

目開展無期。陳茂波回顧上一個立法年度，指政府
原預計向立法會提交39項總額約430億元的新工程
項目，但最終財委會批准的新工程項目只有13個，
涉及款額36億元，即只及原預計新工程項目撥款申
請總額的8%；拉布同時令21個項目需要延至本立
法年度再討論。

21項目延期 工程費增逾10億
陳茂波續說，延期的21個項目不僅損失最少6個
月時間，更導致工程費用需要增加超過10億元。陳

茂波指，觀乎過去一個多月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項
目的進度，單是「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究」項
目，經過上年度至今年合共25次的會議仍未得到審
批。
更令他痛心的是，最近一次原定的工務小組委員

會會議，因11月19日凌晨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
而告取消，又損失了一次寶貴的會期，情況雪上加
霜。

憂兩年後基建支出年減200億
陳茂波預計，本立法年度合共有80多個新工程

項目需要尋求委員會支持，總額約710億元，包括

以上21個在上年度因拉布尚未審議的工程項目。
他擔心，若今年情況持續，批出的新工程項目與
去年相若的話，估計兩年後基建支出每年將減少
超過200億元。
他表示，按現時全港總建築量1,800億元計算，

跌幅肯定會嚴重打擊整個建造業界尤其是工人的
生計，更影響香港整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情況。
他慨嘆，這失去的6個月已對香港造成一定傷

害，其影響將逐步浮現。他反問：「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寄望拉布議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
重，放下政治爭拗，與政府攜手合作，帶領香港持
續發展，令香港經濟再創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談及政府工程

撥款因立法會議員拉布和不合作運動受

阻。陳茂波表示，本立法年度預計合共有

80多個新工程項目需要尋求委員會支持，

總額約710億元，擔心若拉布持續，導致

批出新工程項目與去年相若，估計兩年後

基建支出每年將減少超過200億元，嚴重

打擊建造業及物料供應、採購等工人生

計，影響整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情況。他寄

望議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重，放下政治爭

拗，與政府攜手合作，帶領香港持續發

展。

■陳茂波擔心若拉布持
續，將嚴重打擊建造業
及物料供應、採購等工
人生計。左圖為地盤施
工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