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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難忘的79天，違法「佔中」行動終以失敗告
終。然而，漫天陰雲並沒有散去，令人無法舒一口
氣，反而留給我們一個沉重的問題，那就是香港如何
才能徹底告別當前的政治紛爭，回復長治久安？

反思「佔中」不能捉錯用神
當前流行的看法，是搞好香港經濟，解決青年出路

問題，讓他們有能力買房子，宣洩他們的怨氣，以達
至社會和諧；也有人認為中央政府應該給予香港更寬
廣的政治空間，滿足部分人的民主訴求。這不過我敢
大膽說一句，這只是飲鴆止渴的做法，不但無法解決
問題，而且可能令問題進一步惡化，讓香港陷入無可
救藥的亂局。
我們可以看到，參與「佔中」的人成分相當複雜，
除了少部分生活環境困難、不滿現實的人外，作為行
動的核心人物，如發起「佔中」的金主黎智英、戴耀
廷為首的「佔中三丑」、公民黨的訟棍律師、立法會
的反對派議員，基本上都是錦衣玉食的所謂上流人
物，這些人會滿足於「上樓」或一份安穩工作嗎？由

此可見，現存的社會問題並非引致香港長期動盪不安
的原因，套一句克林頓的話來說，那就是「真正的問
題在於管治權，傻瓜！」
其實，中央政府早已暗中點明，這是深層次矛盾，所
謂深層次矛盾，不是普通的民生問題，不是政治分歧問題，
而是權力分配問題。如果中央不肯和外國勢力的代理人一
爐共冶，甚至由他們獨掌香港大權，他們是不肯罷休的，
若將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歸咎為簡單的經濟問題或普通的政
治問題，那只會模糊了我們的視線，誤導了解決香港問題
的正確途徑，這正是反對派所希望見到的。
要徹底解決問題，我們就必須挖根尋源，找到問題

所在，才能讓香港重歸長治久安，這個問題就是香港
人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年輕一代缺乏愛國情懷。
香港有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反對「佔中」，對

國家有深厚感情的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人。相反，那
些不認同國家，甚至認賊作父的卻是八十後，九十後
的年輕人。原因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的根在中
國，有國家觀念，和十三億人有不可分割的感情。相
反，在香港出生和成長的年輕人，雖然他們大部分成

長於香港回歸之後，但他們所受的仍是西方教育。他
們當中有人視愛國教育為洗腦，其實他們自己早被別
人洗了腦，他們根本沒有國家的概念，他們自命為香
港人，意即有別於十三億人的另類，和台灣的「台
獨」思潮一樣壞。
香港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高教聯）主席岑嘉評

說得好：「大學一直是英國力控的外部勢力溫床，而
『佔中』是外部勢力借高教界和學界積累能量的一次
爆發。」「英國政府在香港回歸前，早在香港教育制
度中埋下炸彈，讓英國勢力在回歸後繼續發揮干預作
用。在『佔中三丑』中，戴耀廷和陳健民便是接受英
美教育的『大炸彈』」。岑嘉評又指出，「現有不少
中小學教師，正是來自羅富國、葛量洪等前港英政府
教育學院的培訓體系，其傳統意識對國家的概念很薄
弱，沒有灌輸有關國家教育的責任。現在回歸17年，
那批由港英教育體系培訓出來的教師，令目前20多歲
的學生對中國全然陌生，大學則要繼續接收這些缺乏
國家觀念的學生接受大學教育。高教界在回歸後被迫
接下不少英國等外部勢力的炸彈，這些問題在『佔
中』事件中表露無遺。」

年輕人缺乏國家觀念是關鍵
如果年輕人對國家全無認識或接受錯誤的引導，又

如何會對國家認同呢？如果他們對國家沒有感情，又
如何會愛國呢？若香港人的下一代不愛國，香港又如
何會有真正的回歸呢？這是極為令人痛心的事，雖然

鄧小平說過香港五十年不
變，但若將五十年不變當作
五十年不管，那不是對香港
信守承諾，而是放棄責任，
是見死不救，只要政權而遺
棄了香港一代人！改變香港教育的現狀，引導年輕人
回到愛國的正途來，是管治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遺憾的是，過去香港的管治者們太着意「不變」，

而忽略了應盡的責任，17年來，特區政府成立了各式
各樣的委員會，惟獨是欠缺了一個愛國教育委員會，
甚至愛國二字也不可提，即使換成國民教育也是大
忌。以至一個臭乳未乾的中學生，便足以否定國民教
育，令人氣憤的是負責推行國民教育的政府大員尚大
讚其叻仔，並毫無抵抗地舉起白旗，俯首投降，徒令
支持愛國教育的人心中淌血，哀歎「四十萬人齊解
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香港人是愛國的，即使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他們

仍保有赤子之心，願與同胞同舟共濟，今日國家如噴
薄而出的太陽，中華民族揚眉吐氣，正處於五千年來
從未有過的光輝時代，香港人又豈能和十三億人背道
而馳呢？我們絕不能屈服於一小撮數典忘祖的叛逆淫
威之下，放棄讓下一代接受愛國教育的機會。
無論如何困難，愛國教育一定要在香港重新推行，

遇神殺神，遇佛弒佛，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這是唯一
能令香港長治久安的途徑，我們不但需要有符合基本
法精神的普選，更需要香港有真正的回歸！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剷除「佔中」溫床 重播愛國種子
要徹底解決「佔中」問題，我們就必須挖根尋源，找到問題所在，才能

讓香港重歸長治久安，這個問題就是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年輕一代缺

乏愛國情懷。無論如何困難，愛國教育一定要在香港重新推行，遇神殺神，遇佛弒佛，任何

人都不能阻止，這是唯一能令香港長治久安的途徑，我們不但需要有符合基本法精神的普

選，更需要香港有真正的回歸！

■梁立人

煩擾全港市民的「佔領」行
動，經過79天後，「散席」了，
「傘去」了！但整件事尚未完
結，更引發許多問題，當中有些
急務要盡早處理。
筆者10月16日刊於信報的文章
《別讓黃藍撕裂香港社會》(www.
dashun.org.hk)， 指出一些關注的
問題，由施放催淚彈，到分隔
「佔中」及反「佔中」兩批人
士，以至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
令，過程起伏，時間漫長，無論是官員、警察、「佔領
者」、傳媒、市民、商戶、清潔工人等等，都疲怠耗盡；現
在正是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時候，與此同時亦要急謀解決
社會分裂的嚴重問題。
首先，警察方面雖然現在要面對一些市民的投訴，但整體來
說，他們仍然能夠保持警隊優良傳統和專業表現。以後仍要應
付零星騷擾或搗亂，而「購物團」、「報佳音」、撐黃傘或突
然叫囂等令人不安的舉措，都會影響商戶的運作和市民的情緒，
警隊亦要準備應付發起者下一波「佔領」等較嚴重的行動。現
在正值大節日，聖誕節、大除夕倒數及農曆新年，人潮聚集，
群眾作用容易產生，警察更須維持治安和秩序。
這一段「佔領」日子，使香港社會產生了撕裂情況，無論辦
公室中、朋友間、家庭內，都因為政治主見分岐，引發不少爭
拗，宏觀上正是破壞社會的和諧及歸屬感。政府不應只用過去
傳統的方法，要創新，要進取，更不可以採用強迫性的措施或
硬推銷方式，以免弄巧反拙。撕裂容易，恢復和諧需要長時間。
我們不要讓「和平抗爭」形成一種新風氣、新文化。
回歸後，示威行動比過去多，但都是和平遊行示威，市民
大多可以接受，亦可讓世人看到香港仍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
會，保持良好國際形象。但是，最近所謂「非暴力」的「和
平抗爭」令大家看到並不是示威者先前所提出的方式，結果
不斷發生暴力場面，是教人失望的。這種只為個人政治理想
和理念的行為，沒有顧及別人感受或損失，便正正與民主理
念的大原則相違背了。
往後政府還要處理政改和許多施政問題，如果部分市民因不
滿便採取激烈手段，企圖脅迫當局就範，引發社會矛盾的狀況，
最終必會為本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破壞法治精神，更甚，令
投資者卻步，就業情況轉差。這是廣大市民樂意見到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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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在主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第4屆政府就職典禮時發表
了重要講話，總結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其中有
一句通俗、形象而深刻的話，那就是：要把路走對走穩，就要避
免「左腳穿右鞋，錯打錯處來」。遺憾的是，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不僅理解不了這句話的含義，更別有用心地把此話歪曲成中央硬
是要「香港穿左鞋」。這說明，習主席的「鞋子論」擊中了反對
派要害，他們意圖借所謂「真普選」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圖謀，已
經遭到破產；其破壞經濟民生的行徑，也引起民意的反撲。
首先，梁家傑所謂「香港穿左鞋」是睜着雙眼說瞎話。早在30
年前，鄧小平就為香港的回歸設置了「一國兩制」：這一個國家
內有「兩制」這雙可行、合腳的鞋子；基本法在「序言」第二段
就寫得明明白白：「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
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
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內地實行社會主
義制度，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不就是合適的左腳穿左鞋、
右腳穿右鞋嗎？回歸17年來，香港能確保繁榮穩定，正是因為
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確保「一國兩制」貫徹實施的結果，怎能說
「沒有鞋子可以穿着上路」呢？是糊塗不知有合適的鞋，抑或是
明目張膽要否定「一國兩制」這雙符合內地和香港合穿的「鞋」
呢？
其次，所謂香港「左腳穿右鞋」之錯乃在於一部分人自己之所為，

與中央無關。事實之一，以公民黨為代表的議員，屢屢在立法會違
背基本法規定，井水干犯河水地提出議案干預內地事務，「要左腳
穿上右鞋」；事實二，民主黨和工黨頭目，年年舉行集會要「結束」
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硬要內地「穿上右鞋」；事實三，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根據香港的實際地位和狀況，給予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的「鞋子」，可反對派硬是不穿，不納，要引來並不存在的所謂
「國際標準」洋鞋，甚至削去「一國」之足，去適外國之履，皮之
不存，毛將焉附，連合適之鞋也丟棄之，誰執意「要左腳穿右鞋、
右腳穿左鞋」不明擺着嗎？
其三，所謂「只有左鞋，沒有右鞋」之說，乃是一派胡言。鄧

小平早就設左、右兩鞋，基本法也以法律規定了「一國兩制」之
左右兩鞋，只是反對派和某些「學者」、「雙學」學生和反中亂
港的「人力、熱血」等激進派決意拋棄「一國兩制」的鞋而硬穿
「港獨」、分離和投靠洋人之「鞋」，「佔領中環」就是要穿
「獨鞋」的一次表演，背叛國家，損害香港整體利益，注定結果
失敗。

習
主
席﹁
鞋
子
論﹂
擊
中
反
對
派
要
害

持續79天的「佔領」行動剛剛平息，但一眾
激進組織卻不甘心失敗。在剛過去的聖誕佳
節，「熱血公民」、社民連、「人民力量」以
及「學民思潮」等激進組織，就在旺角等購物
旺區發動擾民倒米的「鳩嗚」行動，公然到商
戶及私人住宅搗亂，引發民意反感，有「鳩
嗚」搞手更因此被捕。同時，反對派亦在立法
會內發動新一輪「不合作運動」，導致公務員
加薪、基層市民生活津貼等措施遲遲未能落
實。這些都說明反對派仍然未有汲取教訓，企
圖延續「佔領」行動。

不甘失敗 圖再煽動「佔領」
其中，「學民思潮」的表現最為積極。在這

次「佔領」清場中，「學民」最不甘心，黃之
鋒多次表示爭取不了成果絕不會退場，結果最
後還是要乖乖離場，而黃之鋒為免被捕，在清
場前更早早「潛水」。但當風頭一過，黃之鋒
又再走出來搞風搞雨。日前，「學民」開始大
力向學校宣傳，「歡迎」各校教師和學生會
「邀請『學民思潮』代表到貴校分享」，分享
的題目包括：「雨傘運動 / 青少年政治參與 /
社會運動 / 公民抗命 ……」，只要學校向
「學民」發出邀請，黃之鋒等人就會盡快安排

「學民」中人到學校演講云云。顯然，「學
民」是要借所謂分享再次到校園「播毒」，為
「第二次佔領」招兵買馬。
持續79天的「佔領」行動，雖然幕後策動者
並非青年學生，但不能否認主要的參與者卻是
一班入世未深學生。如果沒有這大批學生參
與，而只是一班示威常客或激進抗爭者擔綱，
相信「佔領」行動在幾日內就可以完成清場，
絕不可能拖延兩個多月，也不會為香港社會帶
來如此沉重的損害。這說明，反對派大力煽動
青年學生參與「佔中」，確實是「卓有成
效」，是一個「成功的經驗」。可以預期，在
之後的抗爭中，青年學生將會扮演愈來愈重要
的角色。為此，反對派的政黨組織，已經大力
打學生主意，希望大舉進入學校宣傳「公民抗
命」理念，鼓動更多學生成為反對派的抗爭棋
子。

教育界有責任阻止「佔領」入侵
然而，反對派政黨的政治色彩濃厚，不容易

進入校園，而「學民思潮」掛上學生組織牌
子，一眾成員分佈全港各間中學，內外串連自
然更加容易。於是，「學民」就肩負了在校園
內招收青年學生的重任，借所謂「雨傘運動」

分享，進入學校，為大班青年學生「洗腦」，
並且登記他們資料，之後可以長期聯絡，為他
們提供各種培訓，最終將他們收歸「學民」旗
下。這些青年學生也將會成為將來非法抗爭的
「生力軍」。「學民」司馬昭之心，路人皆
見。但問題是他們得到大批有鮮明政治立場的
校長、教師配合，大開校門讓「學民」中人進
入學校「播毒」，不少青年學生隨時因此「誤
入歧途」，成為為反對派火中取栗的棋子。
教育界肩負百年樹人重任，有責任阻止「學
民」的「佔領」魔爪再次伸入校園，對於業界
的害群之馬更加不能姑息。本港教育條例明確
禁止教師在校園宣傳及發布政治性質的材料，
《教育條例》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
立規例「對在學校傳布或表達顯然有偏頗的政
治性質的資料或言論的管制」。教協身為教師
專業團體，屢次開門揖盜，自毀師道尊嚴操
守，近日已經遭到市民狠批。這對於一班政治
教師是一個警號，校園並非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之地，更不是他們宣傳政治理念的場所，任何
人在校園內鼓吹違法都要承擔沉重後果。教育
界有責任阻止「佔領」入侵校園，教育局也應
嚴格把關，不容一小撮教育界害群之馬禍害學
子。

「學民」校園「播毒」妄圖「二次佔領」

高天問

掃蕩「鳩嗚團」緝捕政黨搞手

激進派組織「鳩嗚團」搞事企圖延續「佔
領」，真正目的是要搶奪公民黨和民主黨票
源，吸納激進學生加入他們，以進軍區議會
選舉。為此，激進派向公民黨和民主黨大舉
攻擊，說他們是「動搖派」、「抽水派」、
「保守派」、「不肯交權派」。「新民主同
盟」一馬當先，大量吸納了激進學生。「新
民主同盟」早前選出新一屆執委成員，希望
推動政黨年輕化，進一步爭奪民主黨票源，
是次執委有兩位新晉90後，分別為21歲的
古俊軒及23歲陳兆陽。范國威表示來屆區
議會希望衝出新界東，又強調該黨繼續堅持
「本土優先」理念，加強鼓吹「港獨」和
「台獨」的聯繫。另外，另一派勢力「高登
網民」也放出了空氣，計劃參選，矛頭也指
向了民主黨的區議會地盤。

反對派鬥激爭激進分子
反對派就區選協調，並不順利。「新民主

同盟」來屆打算主動出擊，除鞏固新界東地
盤，更希望在荃灣區有所作為，胃口很大。
范國威在記者會上以「巷戰」和「泥沼戰」
形容地區工作，他說不論運動如何，他們的
目標就是爭取年輕人的票源，將會開展「尋
找雨傘首投族」選民登記活動，又吹牛說會
發動年輕選民與家人講述「佔領」理念，做
到真正「延續佔領運動」。學聯岑敖暉聲言
學聯不會組織新的政黨，但會全力參加社民

連的區選工作，為社民連聚集一批「雨傘革
命青年」，推動激進年輕人參政。民主黨也
不甘示弱，在早前領導層改選中，大量少壯
派高票當選中央委員，並且出任了各個部門
的部長，主管實務。這樣一批年輕人在政黨
內急速上位，其實和學聯有非常密切的關
係，不同派系都在吸納學聯的骨幹分子，準
備以激進的行動，改變自己的形象，應對
「自己友」的挑戰。
在內訌壓力下，反對派各路人馬連日來分

別組織了「鳩嗚」衝擊行動，吸引激進者參
加，以便吸納他們成為義工或街頭戰士。最
突出的是「學生前線」鄭錦滿，每晚都在旺
角「鳩嗚」活動中，煽風點火，非常落力，
結果平安夜被捕。「學生前線」和「熱血公
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屬於最激進的政治
色譜。
「鳩嗚」行動闖進旺角的店舖，滋擾商業

運作，令到商店內的顧客一下子被趕走，店
舖雞毛鴨血。不少店舖看到「鳩嗚團」走
近，立即拉下電閘，不敢再做生意。接着
「鳩嗚」團就湧向旺角的小巴站，進行搗
亂，趕走乘客。到了最近，由於有旺角區的
街坊群眾向警察投訴「鳩嗚團」在半夜裡高
聲喧嘩，令居民無法入睡，結果他們又進行
報復，約三十人闖入一幢唐樓，離譜地衝毀
大廈閘門，登樓肆意玩「洗樓」，拍打居民
寓所木門聲稱「借廁所」，居民慘遭滋擾而

報警，警員將滋事者驅離，並以涉嫌刑事毀
壞將他們拘捕。有一些「鳩嗚」的「佔領
者」，更加在通往旺角東火車站天橋懸掛起
「港獨」的「建設香港城邦」標語，還附加
龍獅旗。有一些「鳩嗚」的「佔領者」，更
加叫嚷着「香港警察，吞槍自殺」的挑釁性
口號，並且以粗言穢語侮辱警察。

倒商戶米騷擾居民無法無天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賣力肯定「鳩
嗚」是「佔領」的延續，也是消耗警力的
好辦法。然而，「鳩嗚」是一種非法集結
的活動，嚴重侵犯居民的生活自由和安
寧，嚴重侵犯商業的經營權利和私有財產
制度。他們公然損毀大廈的鐵閘，公然將
政府的垃圾桶拉到馬路上，堵塞交通，並
且把垃圾散滿一地。這都是損害香港廣大
居民利益、引起眾怒的行為，「鳩嗚」背
離了民意，受到了廣大民意譴責。激進的
政黨以為藏在「鳩嗚團」後面，就可以隱
瞞他們的身份，吸收激進派作為他們的黨
羽，然後進軍區議會選舉。「鳩嗚」其實
是選舉的票房毒藥，任何街坊群眾都希望
地區和諧，市民安居樂業。「鳩嗚」的破
壞活動，恰恰使得居民不能安居，不能睡
覺，也不能營業，痛苦萬分。所以，一旦
揭露了激進政黨和「鳩嗚佔領者」的關
係，他們一定會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
打。他們的參選活動一定會遭到徹底的失
敗。
當前，社會輿論強烈期望警方有法必依，

及時地拘捕煽動和組織「鳩嗚」的政黨搞
手，有力地掃蕩「鳩嗚團」，希望警方不要
只登記身份證就輕易放虎歸山。居民眾志成
城，完全站在警方一邊。警方採用鐵腕政
策，打擊「鳩嗚」活動，大得人心，希望警
方順應民意，早日作出果斷行動。

「佔中」已經徹底失敗了，反對派陣營也陷入了內訌。學聯、「學民思

潮」、「學生前線」、「人民力量」、社民連繼續高舉激進路線，大力發動

「鳩嗚團」，多天晚上在旺角區搞搞震，倒商戶米騷擾居民。社會輿論強烈

期望警方有法必依，及時拘捕煽動和組織「鳩嗚」的政黨搞手，有力地掃蕩

「鳩嗚團」。居民眾志成城，完全站在警方一邊。警方採用鐵腕政策，打擊

「鳩嗚」活動，大得人心，希望警方順應民意，早日作出果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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