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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才會打傘。香港風和日麗數十年，好不容易積蓄的
繁榮景象，無端被一場無雨亂打傘的「佔中」行動破壞，
搞得全港橫風暴雨，民生飄搖。更有甚者，一些過氣明星
藉機出位，以不負責任的極端言論推波助瀾，令事態更為
惡化。香港好才能大家好，豈能昧良心為私利損公益？
筆者不禁要呼籲一聲，收傘罷啦！
「佔中」颱風吹極不散，借風造勢最為出位的，當屬黃秋
生吧。他屢屢不顧事實真相，粗口辱罵政府和警方，攻擊致
力恢復社會秩序的反「佔中」人士。無獨有偶，不少聲稱不
在乎內地市場的藝人也都跑出來為「佔中」造勢。然而，他
們是真的不在乎嗎？還是欲把反宣傳當作好推廣？
他們的真實目的大概只有他們自己清楚吧。我只想就事

論事評議一下他們言論的對錯。黃秋生對警方向「佔中」
學生施放催淚彈表示極大憤怒，聲稱政府是否要以飛機、
大炮攻擊「佔中」者，又強烈譴責政府漠視民意、譴責警
方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暴力清場。我聽了大為愕然，
那時學生在極端政客誤導下強攻政府總部，如果不是以催
淚彈驅散，政府總部真被佔領，豈不是真的要流血政變？
違法行為就是違法，不能以任何理由肆意違法，否則公眾
安全和秩序如何保障？催淚彈已是當時保護本港重要部門
的最低武力，難道應該任由「佔中」者令香港淪為無政
府、無安全的亂港才合理？港府竭盡全力和各界民眾溝
通，積極服務大眾，有目共睹，難道非要服從少數「佔
中」者的違法要求才叫聽民意？難道183萬市民反「佔
中」不是民意？至於飛機、大炮，強行清場更是不知所
云，「佔中」者霸佔道路，損害百萬市民利益，政府和各
界民眾都是一忍再忍，希求和平解決。
黃秋生領唱「佔中」主題曲，風頭一時無兩，推出多個
版本、製作精良的MV播放數逼近20萬，其他為違法「佔
中」造勢的過氣明星們也知名度大增，有機會鹹魚翻生。
為個人利益出盡百寶無可厚非，然而亦應有底線，不能損
害全體市民利益。希望攪風攪雨的黃傘收起，還香港一片
晴空，讓全港市民都有餐安樂茶飯。

高天問

內地對「佔中」反應冷淡 反華勢力先敗一陣
對於精心策劃「佔中」的反華勢力而言，香港的金

鐘就好比埃及開羅的解放廣場、烏克蘭基輔的獨立廣
場，只是整場「顏色革命」的引爆點和出發點而絕非
終極目標。他們希望的是在內地各大城市「一呼百
應」，引發相同的街頭運動，從而使中國大亂甚至是
「變天」。
只可惜，他們的如意算盤未能打響──一是他們沒
有料到香港政府和警隊在處理「佔中」事件中表現的
高度容忍和克制態度；二是內地百姓對「佔中」反應
冷淡。筆者留意了網絡上有關此次事件的報道，下面
的評論中，以年輕人為主的內地網民對「佔中」的勸

阻、批評，甚至是嘲諷辱罵，遠遠要多於同情和支
持。
這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解釋為何「佔中」鬧劇如今進
退維谷、醜態百出。一方面，未能達到「幕後策劃
者」要求和目標當然不能輕言退場；而另一方面，卻
因為公然違法、滋擾民生而遭到越來越多香港市民的
唾棄與憎恨。

前車可鑑「意識形態掛帥」有百害而無一利
為了給自己的違法行為披上「道德的外衣」，「佔

中」組織者動輒稱「民主」、言必講「普選」，更抱
怨內地百姓不懂「政府應該害怕人民」，不識「國際
選舉標準」，不知「自己手裡權利」的分量。

他們以「意識形態掛帥」，熱衷於「喚醒」13億民
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公民意識」。殊不知，內地百
姓正是因為有前車之鑑，吃夠了「意識形態掛帥」的
苦頭，才知道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珍貴。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大革

命。這場浩劫不僅使中國經濟停滯、倒退超過十年，
億萬百姓苦難深重，更讓傳承千年的優秀中華傳統價
值觀遭受了嚴重打擊──造成的惡果至今仍不時浮
現。
內地的年輕人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那段歷史，但他們

從父輩教誨、從課堂教育、從社會實踐中早就明白了
這個道理。這也正是為何他們對那些空洞的口號和所
謂的普世價值不屑一顧的原因所在。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莫讓青春付水流
在曾經創造無數經濟奇蹟的香港，年輕人的力量
不可小視。除了歷史賦予的機會之外，正是一代又
一代香港青年的腳踏實地、勤奮苦幹，才使這個昔
日的漁村在短短一百年間蛻變成璀璨奪目的「東方
之珠」。
同時也毋庸諱言，如今的香港青年似乎與歷史潮流

漸行漸遠。當你們藉「民主」之名行「佔中」違法之
實的時候，內地的同齡人們卻正在懸樑刺股、埋頭學

業，繼而在熱火朝天的祖國
建設大潮中大顯身手、燃燒
青春；當你們高喊「反國
教」、「反洗腦」這些空洞
口號的時候，內地的同齡人
們卻正以更務實開放的態度了解歷史、學習本領，繼
而為中華圓夢、民族崛起而奮鬥；當你們隨波逐流，
譏諷內地遊客為「蝗蟲」的時候，內地的同齡人們卻
正以更開放的態度洞悉寰宇、擁抱世界，繼而成為全
球發展的生力軍。
這種趨勢造成的惡果，今天或許只是香港教育質

素、大學排名的下滑，明天可能就是香港經濟的一蹶
不振、徹底沉淪。若真如斯，香港的年輕人，你們就
是歷史的罪人。
當然，筆者認為，真正心甘情願淪為反華勢力「馬

前卒」的「港青」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參與「佔
中」的香港青年只是被暫時蒙蔽了雙眼。年輕人赤子
之心熱愛民主自由值得理解，但也要從合法途徑表達
訴求，更須懂得分析形勢，不應喪失理智，盲目行
事。旁人萬言不及自身一悟。當你們真正懂得歷史潮
流浩浩蕩蕩的時候，就會明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
道理，從而與全中國、全世界的年輕人一起攜手共
進，不負這個風起雲湧的崢嶸時代。

曾志龍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澳門城市大學校董

香港年輕人切莫與時代漸行漸遠
「佔中」已持續近兩月，不僅要求佔領者撤退的民意不斷高企，連組織者內部也是內訌不

斷、分歧嚴重。為了挑動民意支持、吸引輿論關注，「佔中」各方勢力更是挖空心思各出奇

招──15日，學聯的三名骨幹就演出了一場「上京請願」的戲碼，結果因三人回鄉證被取

消無法登機而徹底淪為一場政治秀。筆者作為多間學校的校董，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國內地及

港澳教育發展，也非常喜歡與年輕人交流溝通。因此，也希望憑藉自己對港澳與內地年輕人

的一點了解和對三地教育事業發展的一份熱誠，想向參與此次「佔中」的香港年輕人進一

言：切莫與時代漸行漸遠。

■曾志龍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在題為《誰擺法
院上枱？》的文中稱，特區政府即使沒有法庭
頒的禁制令，根據現行法律也是有足夠權力去
清場的。就算是以公共秩序的原因向法庭申請
禁制令，律政司在法律上也是比受「佔領」影
響的私人團體更適合。但律政司卻沒有這樣
做，是將法院「擺上枱」云云。

一為逃避罪責二為嫁禍政府
「佔中」已經氣息奄奄，接下來就是要通過

法律手段追究「佔中」發起人罪責。戴耀廷在
這時拋出了「擺法庭上枱論」，有兩個目的，
第一，逃避罪責。令人以為在發動和煽動「佔
中」行動上，好像他沒有犯罪，沒有破壞法
治。第二，嫁禍政府，說因為政府破壞了法
治，所以「佔中」才會搞得這麼大，否則，亂
局早已經解決了。事實上，他不斷煽動學生對
抗政府，不斷混淆是非，鼓勵學生不要聽從法
院禁制令。戴耀廷所有這些論調，其實都是為
了鼓勵犯罪，對抗政府，踐踏法制。
特區政府並沒有申請禁制令，申請禁制令是

香港的民間團體和市民。戴耀廷的「政府擺法
庭上枱論」，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沒有事實
根據，沒有邏輯。所有香港市民都知道，普通
法的法律體制，有刑事法律，也有民事法律。
戴耀廷發動的「佔中」根本就是違反香港法律
的。對於破壞法律行為，政府的執法部門，可
以根據刑事法律去追究違法者責任。但同時，
對於在犯法事件中，市民的正當權利受到侵
犯，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方式維護自己合理權
益。這是天經地義的，也是香港法制的重要組

成部分。市民完全有權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方
式，要求法院頒布禁制令，使被佔領的地方回
復正常秩序。
戴耀廷與七百萬港人為敵，發動了「佔

中」，任何市民都有權申請禁制令，這是廣
大市民對「佔中」感到憤怒，追究戴耀廷和
佔領者的一種合法方式。戴耀廷不顧事實，
不承認市民、社團和企業申請禁制令，嫁禍
於政府完全沒有道理。法院完全可根據民事
訴訟頒布禁制令，這是職權範圍之內、維護
市民權益的權力，並不是「擺法院上枱」。
戴耀廷把法院每日都會處理的民事訴訟和頒
布禁制令的權力，說成了「被擺上枱」，好
像是法外的工作，被人挾持而行動，這是違
反法制常識的。

戴耀廷難避被審判命運
特區政府完全可以根據公安法例處理「佔

中」。在處理的過程中，涉及許多收集證據
的工作，涉及區分主謀和附和者角色的問
題，涉及到盡量避免流血的因素，希望能夠
區別煽動者和一時不明真相的示威者，縮小
打擊面，說服大部分示威者離開現場，然後
懲辦首惡。在「佔中」事件中，外國勢力和
戴耀廷並不期望學生退場，他們千方百計企
圖將事件升級，要製造流血，把事情鬧大。
特區政府根據形勢，採取了以柔制剛，後發
制人，團結廣大市民，孤立少數的政策，有
力地化解了外國勢力所發動的「雨傘革命」
陰謀，令「雨傘革命」得不到市民支持，折
戟沉沙，一敗塗地。

後發制人，並不是說特區政府不會使用清場
手段，不會引用公安法例。公安法例一定會引
用，而且要施諸戴耀廷這一類首惡分子。中國
有一句俗話「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然不
報，時辰未到」，這一步必然會走，法院一定
會審判「佔中」發動者。到時候，戴耀廷肯定
又會說，「擺法院上枱」，犯罪者總是害怕法
院，不希望受到法院制裁，才會說出這種貽笑
大方的笑話。
戴耀廷最害怕的是什麼？就是香港人動員起

來，堅定地和特區政府站在同一條陣線，同心
同德與「雨傘革命」堅決鬥爭。廣大市民有了
很高的政治覺悟，認識到「佔中」就是「顏色
革命」，要癱瘓香港，砸碎港人的飯碗。民間
力量使用了申請禁制令的武器，讓違法犯罪者
陷入市民的怒海之中沒頂。戴耀廷到處煽動不
必執行法院的禁制令，遭到了徹底失敗，七百
萬市民都看到了「佔中」策動者與法治為敵的
真正嘴臉。
如果戴耀廷和反對派不犯法，不損市民利

益，怎會害怕法院，怎會語無倫次說「擺法庭
上枱」？國際上的普通法法院，處理佔領問
題，早就有利用禁制令進行清場的例子。美國
掃平了「佔領華爾街」的違法分子，就是法院
的禁制令起了決定性作用，就是採用了後發制
人的戰略戰術。所有國際上的「佔領」先例，
其實就是一場民意戰爭。誰掌握了民意，誰就
取得了勝利。誰喪失了民意，誰就要徹底失
敗，最後成為了被審判的罪犯。戴耀廷的「佔
中」已經失盡人心，對禁制令怕得要死，反映
出他的末日心態。

戴耀廷「擺法庭上枱論」反映其末日心態

宋小莊 法學博士

從「滬港通」反思「佔中」

《周易．艮》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動靜不失其時。」但對「滬港通」動靜的
「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對「滬港
通」北上和南下的「時」，相同的人也有不同
的看法。如果沒有違法「佔中」事件，在技術
性工作就緒後，隨時可以開通，這是互利、互
惠、共贏的事情。就兩地股民而言，南下資金
還可能多於北上資金。

違法「佔中」令事情起了三個變化
由於發生了違法「佔中」事件，事情起了三

個變化：一是對各行各業有影響，歸結到
GDP。對今年GDP，官方都已經調低了預
測。有經濟學者分析，本港第四季GDP將因
為「佔中」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二是對
法治有影響，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吸引外來投
資者的重要原因就是法治社會，違法「佔中」
是對法治的衝擊。三是對管治有影響，對政府
的信心、對政府可否推動經濟發展的預期下降
了。
在這種情況下，有「滬港通」緩通之說。

記得2007年單向的「港股直通車」，與現在
雙向「滬港通」不同，當時被叫停了。如果
當時通了，不久之後碰上美國雷曼兄弟公司
倒閉，美國政府拒絕挽救，引爆百年一遇的
金融海嘯，觸動了世界金融危機，香港未能
置身事外，中國政府難免被受損的內地股民

埋怨，甚至激化兩地矛盾。這種意見認為，
特區政府應當先處理「佔中」，然後開通
「滬港通」。
另一方面，也有意見認為，「滬港通」可以

「沖喜」。香港財經官員知道今年第四季如有
負增長，明年第一季再出現零增長，或者負增
長，就麻煩了。開通「滬港通」，香港可以增
加外來投資，刺激股市上揚，可以刺激消費，
而外來投資和消費都會影響GDP 的統計。如
優先解決「佔中」第一波，還可能有第二波、
第三波。不如先開通再說，開通後說不定還可
以早日退場或清場。
上述想法都無可厚非。香港雖然還沒有出現

零增長，但日本已經出現了連續兩季負增長。
這對經濟表現而言，真是大件事。在日本，已
迫使安倍解散議會。其實，在日本議會中，與
安倍本人聯合執政的議員已佔多數，根本沒有
必要解散，為了證明「安倍經濟學」的成敗，
安倍只好出此下策。如日本選民再次擁戴自民
黨及其盟友，再度控制兩院，就是給安倍吃定
心丸，表示可以繼續執政。否則，他就要辭職
以示負責。但如一院成功，一院失敗，安倍沒
有說將如何自處。這說明，日本政壇也是某種
意義上的賭場，賭大小，成王敗寇，但無法對
經濟發展做出科學的預測或論證，只能以選民
的取態定奪。民主發展如此，何其悲哉！

「佔中」衝擊外商對港信心
然而，話說回來，開通「滬港通」沒有帶來

「沖喜」的效果，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一是內
地為了避免小戶、散戶遭到難以承受的損失，
提高了內地投資者的資金到50萬人民幣。二
是通過媒體和自由行，內地也知道違法「佔
中」系列活動，社會不穩定必然影響經濟發
展，股市下滑的因素仍然存在，如早買不如晚
買，不如先等等再說。三是「佔中」令國際投
資者減少對香港的信心，部分投資者暫停原來
的投資或集資計劃，轉向其他市場，短期內難
以恢復。金融市場具有超前性，對實體經濟包
括零售業、旅遊業、酒店業負面效應可能在數
個月後體現出來，各行各業都受到「佔中」衝
擊，接近臨界點的中小企業經營非常困難。四
是有投資者轉碼，賣了港股買滬股。
香港是法治之區，在超市「高買」、的士司
機拒載這等小事，都會被檢控，但香港發生違法
「佔中」，香港經濟損失每天數以億計，工商業
活動受到阻礙，數以百萬計市民的生活受到干
擾。在發生前，政府未能預防，發生後不採取措
施制止。《莊子．胠篋篇》云：「彼竊鈎者誅，
竊國者為諸侯。」這是說，偷一個腰帶鈎的按刑
法處死，篡奪國家政權的反而成為王侯。但香港
已處於21世紀，時光彷彿倒流了。
當然，任何地方的股市難免波動，不論是

「港股直通車」還是「滬港通」，都不能保證
只升不跌。政府政策是否成功，很受時機影
響。對時機的選擇，是決策者智慧的體現。香
港「佔中」似已成強弩之末，但並不意味
「佔中」的終結，當務之急，是結束「佔中」
第一波，避免「佔中」第二波的發生，重振香
港雄風，香港政府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應當共同
努力。

「滬港通」開通了，北上的部分進展可以，但南下的部分不

太順利，引起人們關注，眾說紛紜。據香港媒體所見，有說與

「佔中」無關，與國際股市處於下滑期有關。有說與「佔中」有關，說是

「佔中」使內地股民對香港金融市場失去一些信心。筆者認為，兩者都有

關，而後者可能更為重要。

■責任編輯：韓成科 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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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公民」以及一眾激進「佔中」者上周三發動突襲立
法會行動，一班人頭戴圍巾、面罩，用鐵馬、石板破壞立法
會的玻璃和外牆，但破壞後又沒有「攻入」立法會。這說明
什麼？說明他們行動只為破壞，製造轟動事件，為「佔中」
火上加油，但如果真的攻入立法會罪名將相當重，所以他們
只「攻城」卻不「攻佔」，原因正在於此。這場突襲是一場
有組織的行動，參與的暴徒都是有意為之，有目的去破壞立
法會。一些人包括學聯、「學民思潮」事後指暴徒因為被誤
導，以為立法會將表決版權條例而發難，完全是胡說八道，
意圖為暴徒卸責。恰恰相反，所有參與的暴徒都知道這是一
場純粹的破壞行動，與版權條例風馬牛不相及，發難是醉翁
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是要炮打司令部。
在突襲立法會事件後，上周五晚又發生激進「佔中」人
士衝擊金鐘「佔領區」大台事件，他們要求拆掉大台，並
且解散「佔中」糾察，但最終因為人數不足，被迫灰頭土
臉的離開。這兩件事表面看關連不大，但實際上都是激進
派策劃，目標都是指向由學聯、「學民思潮」主導的大
台。策動突襲立法會暴徒，主要來自「熱血公民」等激進
「佔中」者，而他們都是來自旺角「佔領區」。自「佔
中」爆發不久，激進派隨即搶奪了旺角「佔領區」的控制
權，並且不再聽從金鐘指揮，成為「獨立王國」。自此之
後，兩區不斷在物資、策略以及「佔中」糾察等問題上爆
發多次衝突。激進派一直想將影響力擴展到金鐘「佔領
區」，但卻遭到「雙學」的阻撓。「雙學」甚至一度打算
放棄旺角，目的就是要反制激進派。
近日「佔中」形勢不斷下滑，「三丑」將於12月5日自
首，「佔中」秘書處也會隨之結束，反對派政黨也一直向
「雙學」施壓要求他們撤走，但「雙學」卻堅持死守，令反
對派政黨也意興闌珊，將人手不斷抽走。「雙學」目前已經
陷入相當孤立境地，內部內訌嚴重，外部反「佔中」聲音此
起彼落。在這種形勢下，激進派突然發動一場引起社會輿論
巨大反響的暴力襲擊行動，與其說是針對立法會，不如說是
針對「雙學」，藉將對抗不斷升級，利用誰激進誰話事的
「群眾運動邏輯」，奪取「雙學」的指揮權。這根本就是一
場內鬥逼宮，有人要炮打大台司令部。確實，在事後「雙
學」明顯應變不及，一時說不必譴責，一時又說應該譴責，
激進派隨即借題發揮，攻擊「雙學」及其他反對派政黨出賣
「盟友」，出賣「雨傘革命」，「沒有資格再領導運動」云
云。接，激進派再發動了上周五的衝擊大台行動，就是給
予「雙學」等大台致命的一擊。
現在「佔中」已經陷入嚴重內鬥，激進派要通過升級行
動來奪權，「雙學」既不想隨激進派的指揮棒起舞，要收
手退場又不甘心，結果變成做一日和尚敲一天鐘，已經沒
有了全盤的行動計劃；其他反對派政黨則巴不得「佔中」
早日完結。在不同陣營的角力下，將令「佔中」將來出現
更多難以預計的情況，甚至可能會繼續爆發暴力襲擊事
件，值得各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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