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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佔中糾察長」的工黨執委郭
紹傑，昨日到中區警署報到期間，被
警方加控「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罪
名拘捕。工黨事後竟然到中區警署抗
議，譴責警方秋後算帳云云。工黨所
謂秋後算帳的說法全屬一派胡言，警
方從來沒有說過檢控行動已經結束，

而是指需要約3個月時間完成所有搜證及檢控程序。其
間只要證據充分就可以隨時作出檢控，並不存在所謂
秋後算帳，而是依法辦事，要所有犯法者都承擔責

任。郭紹傑被加控罪名，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
是香港法治的體現。
當然，教郭紹傑晴天霹靂的，是警方加控他「組織

及參與非法集結」罪，而非參與非法集會。這兩條罪
的刑責差天共地，包括戴耀廷等「三丑」在內的「佔
中」搞手，一直只肯承認參與非法集會，不斷睜眼
說瞎話拒認「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就是怯於罪責
沉重之故也。現在郭紹傑卻「率先」被重罪檢控，自
然把他嚇得魂飛魄散，不但可長期「呃病假」的救生
員「鐵飯碗」肯定不保，更隨時要身陷囹圄，虧本虧

大了。所以立即大喊政治檢控，意圖轉移視線。
然而，郭紹傑「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確實是證據
確鑿。不要忘記，在兩個多月的非法「佔領」行動
中，他一直掛「佔中糾察長」的名堂巡視「佔領
區」。什麼是「佔中糾察長」？即是所有「佔中糾
察」的總指揮，負責「佔領區」的秩序，保護大台，
職責重要、責任重大，而郭紹傑也賣力投入工作，甚
至長期領取有薪病假參與「佔領」，難道這還不是
「佔中」主要搞手？還不是「組織及參與非法集
結」？再看早前有不滿「佔領」的市民向黎智英投擲
動物內臟，郭紹傑立即以「佔中糾察長」身份，以暴
力將肇事者制服，為黎智英提供周全的保安服務。說
明郭紹傑在「佔領區」內具有極大權力，又豈只普通
參加者般簡單？警方追究刑責怎可少了他的一份？

郭紹傑在「佔領」期間打「佔中糾察長」旗號，
在「佔領區」內威風八面，騎單車、率領一眾糾察
高調巡邏，大撈政治油水。現在「佔領」已經玩完，
要埋單的時候，他就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說自
己只是參加者，只是觸犯了「參與非法集會」罪，這
種投機品格與其大佬李卓人如出一轍。然而，郭紹傑
「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有大量的網上片段、新聞報
道作證，他無論如何也抵賴不了。將來上到法庭，法
官只要問他為何自封「佔中糾察長」又沒有「組織及
參與非法集結」，他便難以辯解了。「出得嚟行，預
咗要還！」郭紹傑策動了兩個多月非法「佔中」，以
為可以全身而退，只是他的痴人說夢。相信拘捕行動
將會陸續有來。

郭紹傑身為「佔中糾察長」竟還妄想脫罪？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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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論」的深刻涵義
「鞋子合腳論」，出自去年3月23日習主席訪問俄

羅斯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的演講：「鞋子合不
合腳，自己穿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
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香港發展民主要「服水土」，就要按照香港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辦事。正如習主席指出，香港的民主政治要符
合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普選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
式。香港最大的實際就是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必須有
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因此，香港普選要穿「合自己腳的鞋子」，不
能削足適履穿「佔中」搞手和美英勢力指定的「鞋子」。

美國等西方國家迫使一些國家照搬西方的普選模
式，為的是企圖以政權更迭方式扶植親美政權。一些
國家在西方壓力下引進西式民主，結果形成水土不服
的症狀，例如埃及、泰國、烏克蘭等國家，就因「左
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來」，造成國內紛爭不
斷，社會矛盾加劇，經濟瀕臨崩潰。「佔中」搞手與
美英勢力勾結策動「佔中」大規模動亂，企圖把別有
用心的「鞋子」強迫香港穿，強迫中央接受與中央對
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奪取香港管治權，將香港作為
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基地。這當然是打錯算
盤。「佔中」的徹底失敗，說明要強迫香港穿「佔
中」搞手和美英勢力的「鞋子」，根本就行不通。

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有利於
維護中央和香港的憲制關係。因此，香港普選要穿

「合自己腳的鞋子」，不能削足適履穿「佔中」搞手
和美英勢力指定的「鞋子」，諸如「公民提名」之類
違反香港基本法的「鞋子」。

四個規範：港普選「合自己腳的鞋子」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制定香港普

選辦法的規範包括：一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根本宗旨
和立法目的，尤其要符合香港基本法關於政治體制規
定的原則，必須尊重中央對普選問題的主導權和決定
權；二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的具體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
按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三要正確理解和堅持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規定
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由提名委員會實行機構提名
產生特首候選人；四要符合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
及其有關解釋的規定，特首普選辦法必須嚴格按照
「五步曲」法定程序制定。香港普選的四個規範，就
是香港普選「合自己腳的鞋子」。如果離開四個法律
規範，香港普選就是「左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
來」。習主席的「鞋子論」，美英等西方國家應當聽
明白，香港反對派更應當聽明白，「佔中」已經失
敗，他們必須放棄不切實際幻想。

港版「顏色革命」穿錯鞋
「佔中」搞手與美英勢力策動「佔中」，搞港版

「顏色革命」，也是「左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

來」，必定失敗。違法「佔
中」把矛頭指向中央，要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關於香
港普選的框架決定，要求特區行政長官下台，徹底暴
露「佔中」「顏色革命」的本質。縱觀歷史上的歷次
「顏色革命」，為配合美英政府顛覆他國政權之目
的，西方傳媒一定是打頭陣，一方面塑造出爭民主、
保自由的勇敢「鬥士」形象，另一方面則顛倒黑白、
混淆視聽，極盡污名化「顏色革命」發生地的政府及
其領導人之能事，港版「顏色革命」在這方面也不例
外。但港版「顏色革命」注定失敗，因為「佔中」搞
手和美英勢力低估了中央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的堅定決心和戰略定力，低估了香港社會希望繁榮穩
定的主流民意。任何人任何勢力都別想搞亂香港、篡
奪政權，因為香港廣大市民不答應，13億內地民眾不
答應，港版「顏色革命」不可能得逞。

違法「佔中」因為「左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
來」，造成一系列禍害。香港是法治社會，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必須追究組織、策劃、資助及煽動參加
違法「佔領」行動者的刑事責任。根據香港法律，組
織、策劃、資助及煽動參加違法「佔領」行動人士涉
嫌觸犯多條嚴重的罪行，包括串謀、煽動、協助、教
唆、慫使或促致犯罪、協助犯罪及企圖犯罪、藐視法
庭等。追究這些人的刑責，不容許他們逍遙法外，才
能彰顯法治，否則難以發揮法律的阻嚇力，杜絕類似
危及公共安全和政府管治的事件重演。

習主席今年9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時發表的重要講話指

出，發展民主要「服水土」，就像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的腳才能感受到。習主席在澳門

回歸15周年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有「三個必須」，任何時候

都不能偏廢，「只有這樣，才能把路走對了走穩了，否則就會左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

來。」習主席的「鞋子論」是一個淺顯又通俗的道理，用來指導「一國兩制」實踐走對走

穩，又顯得十分深刻。香港違法「佔中」就是「左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來」，造成一

系列禍害。習主席在澳門的重要講話，進一步深化了「鞋子論」，是對港澳回歸以來「一國

兩制」實踐經驗的精闢總結，對「一國兩制」實踐走對走穩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指導意義。

習主席「鞋子論」指導「一國兩制」實踐走對走穩
——違法「佔中」徹底失敗系列分析之八

鄒平學：實現普選須建政治互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

京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
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
主任鄒平學在其編寫的新書《香港
基本法實踐問題研究》論述指出，
實現普選必須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
或信任文化。其中，建立對香港基
本法的信心和信任尤為重要。
鄒平學指出，建立對香港基本法
的信心和信任，就是要相信由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把深孚眾
望、能力強、形象好和愛國愛港的
候選人提名出來，只要按照法定程
序報名參選的人員，都會得到提名
委員會成員認真、負責的判斷，並

經過民主程序決定最終的正式候選
人。在提名委員會最終提出正式人
選後，相信廣大選民會以理性、負
責任的眼光，選出最終的、最合適
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他表示，回歸17年，香港基本法

的實踐是成功的。中央對幫助香港
解決自身發展問題，促進和內地各
領域的合作，以及香港在「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等方面積累了
一些經驗，但同時也暴露了一些問
題。找準這些問題並清晰地剖析問
題背後的原因，有助於更好地實施
香港基本法，推進「一國兩制」的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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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始祖）明天
是平安夜，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
機和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昨日分別發
表聖誕文告，提到香港需正視近期社會
出現的撕裂問題。湯漢樞機認為，為香
港未來，各界必須修補社會裂痕，解決
問題，呼籲市民趁聖誕假期的休息日，
停下來反思和家人以至社會的關係。鄺
保羅大主教期望，特區政府和市民互諒
互信，透過溝通逐步達成共識，讓港人
重拾核心價值，以改善社會，完善法
制，建立民主。
湯漢樞機發表的聖誕賀詞提到，香港
在過去一年經歷了風風雨雨，令大家心
裡不會感到太平安。他指出，聖誕節讓
大家有個機會停下來想一想，考慮一下
自己與家人的關係，考慮自己在社會中
的角色。

為下一代營造更美好家園
他續指，香港一直是一個包容不同意

見的社會，但近期因種種社會議題，令
香港這個家，明顯出現不同程度的撕
裂，在家庭、學校、辦公室，各種團體
裡面，以至朋友之間都出現裂痕。他
說，為了香港的未來，問題都需要解

決，裂痕必須修補，盡力為下一代營造
一個更美好的家。他祈求耶穌基督幫助
大家建設更美好的家庭、更民主自由的
香港。
鄺保羅同日在聖誕文告中亦表示，今

年政治爭拗令市民困擾不安，大小衝突
令香港遍體鱗傷，社會嚴重撕裂分化。
香港不單經濟、民生、法治，就是人倫
都深受創傷，人與人失去互信、尊重和
包容。

充滿抗爭「不合作」是悲劇
他續說，一個社會充滿暴力、敵對、

抗爭、「不合作」等，絕對是一種災禍
和悲劇，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受到動搖和
破壞，是任何形式的制度都不能重建和
修復。他認為，要治好受傷的香港，首
先要人際關係復和，重建人與人之間、
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互諒互信。
鄺保羅並指出，政府與市民關係和

順，自然政通人和，屆時要爭取社會公
義、改善政制、促進民主，一定更加得
心應手。他希望可藉耶穌基督誕生帶
來的大愛，讓港人重拾核心價值，改善
社會、完善法制、建立民主等，為香港
創造更美好將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動雖告終結，「佔領」主事者

學聯卻「鬼拍後尾枕」，自爆「推市民去死」的驚人內幕。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日

前接受訪問時竟稱，學聯於11月底號召市民包圍政府總部的原因，只是讓期望

行動升級的人看到，這類行動是「未如理想」。此言一出，即惹來其他「同路

人」怒轟學聯「出賣市民」、「推前線去死」，周永康昨晚需急忙改口道歉。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則首次承認，民情報告是結束「佔領」的條件，對學

生拒絕退場感到失望。

圍政總竟稱為證無用
有線新聞昨日播出戴耀廷和周永康的訪問。
周永康在訪問中稱，在「佔領」後期，學生體
力和精神上都變得繃緊，「基本上快崩盤」，
故在後期決定包圍政總，讓只期望行動升級的
人看到，這類行動「未如理想」，來反證行動
需要更「多元」，而非一味以「升級」為主
軸。
周永康又稱，學聯於10月初曾發起圍堵政總
行動，但因發現警方運送橡膠子彈進入政總，
故於當晚煞停行動；而旺角「佔領區」在10月3
日涉嫌被黑社會分子衝擊當日，學聯也曾經呼

籲示威者撤離，他聲言學聯作出有關決定時，
是因為「經驗不足」，「恐懼」令到他們卻
步。

網民批周永康無恥
周永康自爆「推市民去死」的訪問昨日播出
後，大批有份參與「佔領」的人怒轟學聯「欺
騙群眾」、「出賣隊友者必下地獄」，有人更
揶揄周永康「終於講出心嗰句」。面對「同路
人」狠批，周永康昨晚急忙在社交網站改口
稱，「學聯預先希望升級失敗」並非當日行動
目標，而是「失敗當中汲取到的事後教訓及分
析」，聲稱要為「個人不擅辭令引起的種種誤

會」，向相關人等致歉。但網民繼續直斥他
「無恥」，「唔會再信學聯」。

戴耀廷：民情報告「收貨」
此外，「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在訪問中

首次承認，民情報告是結束「佔領」的條件，
對學生拒退場感到失望。他聲稱，在「佔領」
初期已無法叫學生撤退，就連學聯也認為自己
不能叫人退，因此只好想方法避免「流血」，
亦因此背後促成了特區政府與學聯的對話。
戴耀廷稱，特區政府最終交出了原先承諾的

東西，即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他感
到「其實已經OK」，希望對話成為契機，作為
事件慢慢退下來的轉折位，然而，學聯事後卻
拒絕接受政府的建議，繼續「佔領」，他對此
感到「失望少少」。

提前「自首」促使撤「佔」
他又自爆在「佔領」後期，「佔中三丑」與
學聯就「辭職公投」未能達成共識，雙方當時
已各自為政。他又稱，學聯「升級行動」失敗
後，「佔領」行動有激進化趨勢，故決定提前
「自首」促使「佔領」盡快結束，揚言已經
「預咗俾人鬧」。

團體促英反省殖民暴行停干預港事團體促英反省殖民暴行停干預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早前聲稱，

到港進行所謂有關香港民主發展情況調查，「六七動力研究社」
約20名成員昨日到英國駐港領事館，強烈抗議英議會外事委員會
干涉中國內政，促請英政府反省過去粗暴殖民別國領土的歷史問
題，停止介入香港事務。
約20名研究社成員昨日手持「英國國會無權對港指手劃腳 必

須重新審視港英殖民暴行」橫額，手持「抗議英國干涉香港事
務」標語，抵達英國駐港領事館後高叫口號，表達對英方干涉港
事的不滿。英領事館派代表接收研究社請願信後，成員和平散
去。
研究社的請願信提到，香港已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華人民
共和國懷抱，此後香港所有事務均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
其他國家無關。信中續指，英議會外事委員會所謂派議員到港調
查《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情況和香港民主發展，美其名是「關
注」香港人權公義和「佔中」期間的警權問題，實際是要干涉中
國內政。研究社堅決擁護中國外交部拒絕英方議員入境的做法。

應正視英殖管治不公問題
參與行動的研究社副社長陸德成表示，從聯合聲明內容來看，

不認為英政府在回歸後仍有任何權力干預港事，而中央政府亦信
守承諾，英外事委員會根本無權亦無必要到港調查。他促請英政
府正視英殖管治歷史下的不公問題，同時呼籲港人多了解香港近

代史。
本身為退休人士的參與者陳先生則說，堅決反對英議員借調查

香港「佔中」行動之名，在中國領土指手畫腳。他質疑「英國政
府究竟現在還有什麼資格在此說三道四？」認為英政府應好好反
省。

學聯認「推民去死」
遭鬧爆知衰改口

王卓祺：中央強調「一國」要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國

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強調，要堅持
「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
異，不可偏廢。中央政策組顧問王
卓祺昨日表示，「一國」是「一國
兩制」的前提，中央強調「一國」
是要撥亂反正，相信中央未來會更
多透過釋法等方法強調「一國」的
重要性。
王卓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後會見傳

媒時指出，為落實「一國兩制」再啟

蒙，估計中央將會向港人更強調「一
國兩制」中「一國」這個前提。他
相信，釋法可能是其中方法，雖然
中央過去擔憂釋法會引起香港「反
彈」，但中央亦會認為，這些「反
彈」的規模和力度可以預計。
他謂，社會有需要平衡「一國」

和「兩制」，不能單偏重「兩制」
而忽略「一國」這個大前提，中央
有關強調「一國」的舉措都只為撥
亂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