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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基本法曲解基本法 煽顏色革命煽顏色革命

香港反對派為
求推翻香港基本
法，威脅中央
另訂特首普
選準則，不
惜 打 着

「真普選」及「愛與和平」等幌子，煽動青年
學生參與「公民抗命」，把學生「綁上戰車」
淪為「佔中炮灰」。富理想和熱情的學生在違
法「佔領」期間被推到最前線，反對派不但漠
視學生惹上官非的風險，沒有阻止學生參與違

法暴力的「佔領」行動，反而火上澆油地吹捧
學生是「英雄、鬥士」。這些年輕人很可能需
負上刑責而影響前途，令香港的未來一代的發
展蒙上陰影。

「小霸王」頻現 魔手侵校園
事實上，自反對派煽動學生參與違法「佔

領」後，社會催生了眾多類似「學民思潮」召
集人黃之鋒一樣的「小霸王」，事事擺出一款
「唯我獨尊，不能妥協」的態度。令人憂心的
是，這隻以「抗命抗爭」為衝擊藉口的魔手，

在違法「佔領」結
束後已伸入校園。最
明顯的例子，包括早前
有部分學生一度衝入香港大
學校務委員會會議，以禁錮、圍
堵，甚至肢體碰撞方式，就副校長
任命作出暴力抗議，事後更把衝擊暴行
粉飾為「以武制暴」。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斥責香港激進派及「黃衛

兵」暴行不文明、不合理，擔心再不「煞停」
歪風，長遠會危害「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佔領」搞手在策劃違
法行動時，高舉所謂
「公民抗命」、「爭
取真普選」的旗
幟，又拋出「用愛
與和平、非暴
力」等概念，

為違法「佔領」塗脂抹粉，披上「民主」和「公
義」的外衣。但事實是，「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
去年1月在報章上發表一篇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
殺傷力武器》的文章，開宗明義就是要「由示威者
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
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
「佔領」違法毋庸爭辯，發起人也直認不諱，甚

至公開煽動違法行為，這對於崇尚法治的香港來
說，簡直是不可思議、令人咋舌。結果，違法「佔
領」演變成長達79天的亂局，示威者暴力衝擊警察
防線，徹底撕破了所謂「和平佔中」的假面具，他
們更揚言要「遍地開花」，「佔領」金鐘、銅鑼
灣、旺角等地，對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造成了極
大的衝擊。

法治核心價值最需守護
法治正是香港最要維護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賴

以成功的基石。香港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生
活自由，及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但每個人在享受
或行使「個人自由」權利的時候，都必須尊重和不
影響他人同樣應享有的「權利」。事隔1年，香港
社會各界應汲取違法「佔領」的沉重教訓，珍惜得
來不易的和諧社會，期盼香港人能齊心守護法治，
向暴力堅決說不。

歷時兩年的政改爭
議，香港反對派由始至
終都執意推翻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
決定。為破壞香港
「一國兩制」，

反對派在美英等西方勢力力助下策動違法「佔中」，宣
稱要爭取所謂的「公民提名」，威脅特區政府制訂另一
個的特首普選方案，讓外國勢力的代理人藉「公民提
名」而「出閘」，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其所作所為與世
界各地發生的「顏色革命」有驚人相似之處，可以說是
在香港的「翻版」，西方傳媒也將其定性為「雨傘革
命」。

美英「教路」組織策劃
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遵循香港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作出的決定，但反對派竟「妖魔化」
決定是「假普選」，甚至有部分人試圖以「國際人權公
約」取代香港基本法，爭奪法理依據的話語權及主導
權，嚴重阻礙特首普選的落實。
外國勢力在各國策動「顏色革命」，目的只有一個：

以推翻當權者或顛覆現政權為目標，達到其全球戰略目
的。「佔中」組織策劃者，在美英勢力的「教導」和
「扶持」下，從組織策劃，到實際執行，幾乎每一個行
動都是參照過往的「顏色革命」作周密部署和安排。

「禍港四人幫」續挑爭議
綜觀長達79日的違法「佔中」，與美英關係
密切的「禍港四人幫」包括李柱銘、黎智英
等，都是行動的幕後操盤人，並由「佔中
三丑」及「雙學」等在前面策動，利用青
年作「馬前卒」，採取暴力衝擊手段，逼
使特區政府和警方採取施放催淚彈等行
動，企圖以「悲情」獲取國際社會同情及
支援，要挾中央趁亂脅迫特首辭職，篡奪
特區管治權。
即使違法「佔中」已過，但外國勢力仍然

死心不息，其「代言人」繼續肆意歪曲香港
基本法的條文及精神，在「佔中」後甚至變本
加厲，例如近期就有人針對所謂「三權分立」
大造文章，意圖再度挑起政治爭議，情況值得關
注。

縱觀違法「佔領」前後，香港反對派
不斷公然勾結國際反華勢力，包括「本
土主義」、「港獨」、「台獨」等等，
不惜引進「分離勢力」浸透香港社會活
動，試圖借助所謂的「公民抗命」形式
分裂國家，破壞「一國兩制」。
事實上，整場違法「佔領」行動中，
足見「港獨」身影。無論是違法「佔
領」前後，反對派都不遺餘力地鼓吹
「命運自決」，直接挑戰中央政府權
威。「兩獨合流」，嚴重危害國家統
一，香港必須高度警惕及予以防範。反
對派籌備「佔領」以來，「佔領」聲勢
不斷下滑，反對派竟親赴台灣向「台
獨」分子「取經」。

「台」「疆」「藏」叫囂聲援
2013年10月，「佔領」發起人朱耀

明、工黨主席李卓人等，跑到台灣與著
名「台獨」分子、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
座談「求教」；施明德會面後更高調揚
言，他會以具體行動「支援佔中」，激
發社會極大反彈，但反對派僅承認會面
是「政治敏感度不足」。
其後，「台獨」勢力甚至公然協助香
港反對派開展「佔領」行動，學聯與
「台獨」勢力更是愈行愈近。2013年，

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後，前學聯秘
書長周永康更在「華人民主書院」牽頭
下，到台灣向「獨派」「求教」。及後
學聯發動的多次衝擊事件，也獲得「台
獨」分子的大力聲援。事實上，學聯與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及陳為廷等
均關係密切。
今年5月，香港政改正值最後重要關
頭，周永康竟聯同現任秘書長羅冠聰及
前任秘書長陶君行，遠赴美國參與由
「台諜」楊建利創辦的人權組織「公民
力量」舉辦的「第十屆族群青年領袖研
習營」，與「疆獨」、「藏獨」及「法
輪功」邪教等顛覆極端勢力分子「交
流」及「取經」，企圖將「港獨」思潮
與顛覆勢力合流。其間，周永康更離譜
宣稱，香港應聯結不同力量，去思考在
同一政權的「壓迫」下，如何與各地
「獨派」洽商協作云云。

疑製炸彈「搞獨立」堪憂
香港是內地不可分離的部分，但違法

「佔領」組織者由始至終，一直高舉
「命運自主」、「重奪香港未來」等
「港獨」旗幟，並獲激進學生把持的港
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不斷拋出「香
港民族命運自決」、「香港民主獨立」
的專題文章搖旗吶喊，嚴重損害國家統
一，鼓吹「港獨」的團體陸續出現，不
少更試圖染指即將舉行的區議會換屆選
舉。有聲稱為「 全國獨立黨」的激進
分子更懷疑製做炸彈「搞獨立」，情況
令人擔心。

違法「佔領」一周年，特區律
政司及警方花上大量人力物力，
處理檢控違法「佔領」份子，
惟一眾曾揚言在所謂「和平
佔中」後會「自願承擔罪
責」的關鍵人物，至今仍
逍遙法外，更改口風稱

會請律師為自己辯護，以「拆破政府謊言」，盡現「逞英雄
就天下無敵，承擔責任則有心無力」的醜態。

黎智英戴耀廷仍未受懲
「和平佔中」行動一直宣稱：「『公民抗命者』透過自願

承擔罪責，讓其他人看到這群不是基於自利而是出於公義的
人，竟會因此而被法律所懲處，以暴露他們所挑戰的法律是
何等的不公義，促使其他人也都會支持把這些不公義的法律
改變。」
不過，「佔領」慘淡落幕後，搞手們還未為亂局問責，當
中包括捲入反對派捐款醜聞、被視為「佔領金主」的壹傳媒
集團前主席黎智英，「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至
今仍未接受「預約拘捕」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
以至反對派陣營的「李漢奸」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等，同樣未有任何檢控決定。
另一邊廂，「雙學」頭目同樣「打倒昨日的我」，更揚言
當局的檢控是「政治復仇」、「清算頭炮」云。其中的「學
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及現任秘書長
羅冠聰，被控在去年衝擊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俗稱「公
民廣場」）時，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及參與非法集會。3人
在9月初在東區裁判法院竟否認全部控罪，赤裸裸地違反當日
自吹自擂的「公民抗命」精神，他們更硬撐為了藉着司法程
序「拆破政府謊言」，將會請律師為自己辯護。政棍賴皮，
預料訴訟潮陸續有來，最終又要納稅人埋單。

「犯法無罪」恐港陷亂局
更令人擔心的是，策動「佔中」的「要角」至今仍然「逍

遙法外」，令部分人以為「犯法無罪」，有激進分子行動更
越來越激烈，令人擔心香港社會將陷入亂局。

違法「佔領」爆發後，反對「佔領」和支持
「佔領」的意見勢不兩立，家庭爭執、朋友反
目的情況不絕於耳，令香港社會出現了明顯的
分化和撕裂。更令人擔憂是，互不相識的市民
在街頭爆發罵戰衝突的場面，竟然成為「佔
領」後常態，而爭論也從街頭延伸到互聯網

上，網民經常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大戰」，輕
則因意見不合而互相「Unfriend」（絕交），
重則大玩「起底」、「圍攻」及語言暴力，社
會前所未有地充滿着戾氣。

辱罵圍警 損安全美譽
違法「佔領」曠日持久，社會矛盾及兩極

分化發酵愈甚，而堅守崗位、依法執法的香
港警隊更慘遭「佔領者」肆意衝擊，抹黑辱
罵，甚至扣上「警黑勾結」等失實指控，嚴
重打擊警方士氣。自違法「佔中」 後一直在

旺角盤踞不去的「鳩嗚團」，每晚都辱罵維
護秩序的警務人員；在「反水貨客」活動
中，警方拘捕意圖「搞事者」時，甚至包圍
警署要求「交人」，令不法之徒氣焰高漲。
香港是法治社會，絕不容任何人無視法紀。
「佔領」搞手煽動示威者衝擊政府機構、佔領
馬路，本身已屬違法行徑，警方依法維持秩
序，正體現出香港警隊是本港法治社會的「衛
士」。試問警方喪失有效執法的能力，香港如
何守護「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的美譽？香港
陷入亂局，最大受害的是整個香港社會。

香港是國際性的金
融城市，但一場違
法 「 佔 領 」 行
動，不單破壞了
香港的法治根
基，更動搖

了香港的金融基礎，嚴重影響香港國際形象及
重創經濟發展動力。

港股曾蒸發逾5000億元
1年前，在「佔領」陰霾下，恒生指數由9月3

日的最高25,317點起逐步下滑。9月28日「佔領」
後有三個交易日：兩天跌，一天漲。到10月13日
收市，恒指為23,143點，下跌了2,000多點。有
指，「佔領」發生期間，港股市值已一度蒸發5,
000多億元以上。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的報告當
時更指出，「佔領」成了香港的管治問題，長遠
可能影響香港信貸評級。
1年過去，「佔領」遺禍繼續浮現。經濟學人
智庫（The EIU）上月公佈全球宜居城市排名調
查，結果顯示，香港因去年底的違法「佔領」活
動，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性而連降15位，排名由第
三十一位跌至第四十六位。結果發人深省，為了
香港的經濟民生及社會根本利益，香港再也不能
亂下去。

去年違法「佔領」行動慘淡收場，但激
進勢力急速抬頭，橫行霸道。在違法「佔
領」清場後，有「佔領者」在人流旺區大
玩堵塞交通、影響營商的「鳩嗚行動」，
甚至多次包圍警署，挑起激烈衝突，無法
無天。個別打着「為香港人發聲」、「捍
衛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權益」旗號的
激進團體，在「佔領」後更加肆無忌憚，
愈見囂張，多次發起以「反水貨客」為名
的所謂「光復」示威，暴力欺壓老弱婦
孺。在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夕，
警方更偵破炸彈襲擊大陰謀，香港的公共
安全和秩序「響起了警號」。

惡勢力絕不能姑息縱容
有分析指，參與激進活動的人數看似微

不足道，但他們的所作所為足以對香港政

治、經濟、社會和形象造成巨大傷害。此
次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香港錯
失政制向前的黃金機遇，其中一個關鍵原
因是激進勢力的威脅恐嚇，導致部分溫和
反對派不敢掙脫綑綁；更甚是激進勢力把
「靠惡靠激」的歪風滲入校園，荼毒下一
代。
尊重法治，互相包容，是香港社會珍而

重之的核心價值，社會各界絕不能再姑息
縱容惡勢力，相反應支持警方雷厲風行執
法，以起阻嚇之效，還香港市民一個安居
樂業的大環境。

「「靠惡靠激靠惡靠激」」歪風歪風 滲入校園滲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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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是本港的支柱產業之一，但近
期訪港旅遊人數持續下滑，更連累香港
酒店零售業表現不佳，有分析指這都是
去年違法「佔領」行動和後來連串反個
人遊激進示威的「後遺症」。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數字，今年7月訪

港數字按年下跌8.4%， 內地旅客跌
9.8%，外地旅客則跌3%，8月上半個
月旅客則按年跌2.1%，內地旅客及外
地旅客分別下跌1.4%及4.8%。有分析
指，今年暑假期間訪港旅客大幅下跌，
原因雖然包括環球經濟出現不明朗因
素、近期出現的貨幣匯率較大幅度的波
動等，但香港去年發生的非法「佔領」
行動，及專門針對內地遊客的「鳩嗚」
暴行等，肯定難辭其咎。

酒店紛劈價吸客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早前指出，

「佔中」及「反水貨」行動後，零售業
表現轉差，個人遊旅客6月、7月下跌

情況尤為明顯，有連鎖零售店寧願聘請
兼職也不再增聘人手，部分更在結束分
店時遣散員工。
酒店業主聯會亦曾指，酒店業界7月入
住率欠理想，在酒店紛紛劈價下才稍升
至約70%入住率，不少三星級至四星級
酒店房價減至「400元有找」仍難以吸
客，批評去年「佔中」後的反內地旅客
情緒「趕客」，為香港帶來很大衝擊。
香港是一個小型經濟體，旅遊業支撐

起香港兩成的就業人口，「佔領」已令
旅遊零售好景不再，步入寒冬，倘若任
由「本土派」等激進組織打着「捍衛香
港利益」的旗號肆意作惡，業界勢必進
一步遭受衝擊，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

1遺禍

誘學生犯法誘學生犯法 荼毒下一代荼毒下一代

2遺禍

數數「「獨獨」」合污合污 危害國家統一危害國家統一 霸路衝警防線霸路衝警防線
動搖法治動搖法治

4遺禍3遺禍

反口卸責反口卸責
搞手逍遙法外搞手逍遙法外

5遺禍

播灑戾氣播灑戾氣 重創社會和諧重創社會和諧

6遺禍

動搖金融基礎動搖金融基礎
「「宜居宜居」」褪色褪色

7遺禍
嚇走遊客嚇走遊客 零售步進寒冬零售步進寒冬

8遺禍 「「黑金黑金」」不絕不絕 混賬揭不盡混賬揭不盡

10遺禍
違法「佔領」行動爆發至今1年，混賬

愈揭愈多，所謂「和平佔中」在行動前承
諾公開的財政報告，至今仍然無影無蹤。
去年10月，有網民發放大量涉及「佔中
三丑」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及港大
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的機密電郵，揭
露戴耀廷曾向港大不同部門發放共145萬
元「來歷不明」的「秘密捐款」，包括用
於所謂「佔中公投」的80萬元資金等，
引來全城嘩然。

241萬「混入」港大 賬目混亂
近期，再有自稱於「佔領」行動中處
理財務問題的人士揭露，「佔領」當日
「借殼籌款」的逾千萬元「見光資金」
中，近四分之一、 涉及241萬元已落入
港大「口袋」，再次揭示「佔領」賬目混
亂，與港大關係更是耐人尋味。不過，
「佔中三丑」大玩「拖字訣」及「語言偽

術」，辯稱違法「佔領」行動在立法會6
月中否決政改後才真正「埋數」，對公開
報告的確實日期含糊其辭。
同時，有網上秘密文件踢爆，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疑是「佔中黑手」兼「最大
金主」：文件揭露黎智英通過「香港民主
發展網絡」和「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兩
個「殭屍戶口」，為「佔中」提供源源不
絕的「黑金」；黎智英左右手 Mark
Simon的電郵也直指黎智英為「佔中公
投」提供了300萬至350萬元捐款。處理
財務問題的人士則補充，有關財務資助或
涉「外國神秘人」。

倘不嚴懲「有心人」更「沙膽」
這些「混賬」，令人質疑來自「見不
得光」的幕後勢力，更令人擔心有人通過
「隱形」的財務資助去搞亂香港。執法部
門似乎對這些來歷不明的資助「毫無辦
法」，即使是「三丑」之一的戴耀廷違
反大學的規定收取匿名捐款，所受的
「懲罰」據傳也不過是一段時間內不能
升職而已。有此先例，難免令人擔心
「有心人」的膽子變得更大，「混賬」
陸續有來。

2014年9月28日，香港反對派正式啟動違法「佔領中環」行

動，香港政治經濟及社會民生頓時陷入亂局，港人珍而重之的法

治基石更慘被動搖。這場號稱「和平公義」，實質卻顛倒是非、

不得人心的暴力抗爭行動，在拉鋸79天後慘淡收場，一年過

去，但「佔領」傷口還未癒合，為香港留下的烙印無法抹去，

「後遺症」更陸續浮現。

香港文匯報綜合分析「佔領十大遺禍」，促請香港人不要也不

能忘記「佔領」的傷害與遺禍，面對如今一波接一波日益嚴

重的激進攪局暴行，港人不能妥協，必須堅決說不，

同時必須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把違法者繩之

於法，守護我們好和平、講道理、重法治的

核心價值，守護香港和大家的下一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7月訪港遊客跌8.4%，內地旅客更勁
挫9.8%。

■■有暴徒在有暴徒在「「佔領佔領」」期間砸碎玻璃期間砸碎玻璃
門門，，暴力衝擊立法會暴力衝擊立法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