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佔領」行動期間，居住在港島的
潘勝，在港鐵列車上不時看見湧往金鐘
「佔領區」、胸前或袋子配着黃絲帶的
人，有些看似是教師，「成車都係，差
唔多只有我唔係。」他對此感到很奇
怪，本來不諳時事的他翻查資料，發現
「佔領」的其中一個支持團體，正是教
協——全港最大教師團體、反對派衛星
組織。
潘勝在訪問中慨嘆，教協的會員教師

教學生抗拒國家，也反對實行國民教
育，致使師生一起參與「佔領」，高喊
「撤回人大決定」、「人大道歉」等口
號，「教師就係要授業解惑，睇下教協
啲老師授咗啲乜、解咗啲乜？教到啲學
生完全唔識自己國家。」
行船數十年、遊遍大半個地球的潘勝

提到，自己到過的國家，都有實行國民
教育，認識國家的歷史、現況及未來發
展是每個學生的責任，反而香港特區作
為中國一部分，卻沒有國教，甚至連中
國近代史也不是必修科，令年輕人對國
家認識不足。
他說，2012年，特區政府提出在中學

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在「學民思
潮」及教協等反對下擱置計劃，他感到疑
惑：「係咪十幾萬人出嚟就怕咗佢哋？」
潘勝有一名5歲的外孫女，他說自從
「佔領」及香港大學牽涉連串政治風波
後，女婿覺得香港教育「好失敗」，對
官立及資助的小學沒有興趣、害怕愛女
被「洗腦」，遂決定為她申請入讀直資
小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質疑教師未盡責授業解惑

從曾患三期肝癌到戰勝病魔，至今身
體痊癒，潘勝現時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
動，有時更「由朝忙到晚」，身體撐得
住嗎？他在訪問中笑言，自己只是「去
多咗洗手間」，因為他換過肝，要一直
服用抗排斥藥物，而其中一隻「FK
藥」是傷腎的，覆診時醫生也叫他要多
休息，不要參與太多活動。

潘船長現在每三個月就要去瑪麗醫院
覆診一次，那「佔領」行動期間，港島
交通幾近癱瘓，有否阻礙他覆診？他就

大呼走運，說去年9月中旬覆診後「佔
領」才開始，之後一次覆診是去年12
月，「（佔領者）已經清得七七八
八。」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這聖經金句，
用在樂觀抗癌的潘勝身上十分貼切，
「我真係好彩，唔好彩點會有個肝畀我
換，仲活多十幾年？嗰個仲要係O型
肝，100個先有17個。」潘勝一臉知足
的樣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換肝後醫囑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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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違法「佔領」
期間，香港警隊忍辱負重，面對極大的執法挑戰。
當時置身「佔領」現場的前高級警司何明新在電台
訪問中不點名批評在大學任教、「佔中三丑」中的
戴耀廷及陳健民，指「象牙塔內有很多狐狸」，而
個別政客或學者利用別人來提高個人聲譽。他強
調，市民表達訴求時不應剝奪他人權利，呼籲年輕
人認清現實，也期望公眾能對警員公道一點。
違法「佔領」爆發一年，加入香港警隊38年、
已退休的何明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憶述自己
去年有30幾天曾到「佔領區」拍攝及和在場者交
談，發現大部分「佔領者」或警員都表現克制，又
批評個別政客或學者，利用別人來提高自己的聲
譽，更以「象牙塔內有很多狐狸」來不點名諷刺戴
耀廷及陳健民，並希望年輕人認清現實。
被又「佔領」是否已令警民關係破裂，何明新不
表認同，指警民關係有高有低，又期望公眾能對警
員公道一點。他坦言警員工資不高，但工作要求
高，「捱更抵夜、星期六日要返工、要識開槍、識

救人、又要接觸死屍，厭惡性的工作都要做。」同
時，警員的道德水準要求也很高，「甚至高過局長
或議員」，「你期望一個二萬幾元月薪的人怎
樣？」

親睹示威者襲擊警員
警方在去年9月28日施放催淚彈試圖

驅散衝擊警方防線的示威者，引起了不
少爭議，當時在現場執勤的何明新表
示，他見到有示威者襲擊警員，包括以
雨傘及裝滿水的水樽等，警員即使用胡
椒噴霧也未能停止被衝擊，故認為放催
淚彈是合適的做法，又相信施放催淚彈
是現場指揮官根據當時情況所作出的決
定。
被問及網上流傳一張照片，當日有防

暴警員舉起一邊寫有「速離否則開槍」
的橫額，反對派據此聲稱當時警方確有
開槍的打算，何明新認為這指控並不成

立，因為根據當時的現場情況，警員無可能會開
槍，「如果幾十名或過百名警員開槍，會死很多
人。」他相信可能是拍攝角度問題，或人群轉向
快，旗幟未轉向而導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違法「佔領」
一周年前夕，「禍港四人幫」及「佔中三丑」均異
口同聲將「佔領」失敗的責任，歸咎在學聯及「學
民思潮」身上。「佔領」時任學聯秘書長的周永康
僅承認，「雙學」與「佔中三丑」在「佔領」期間
溝通不善，導致雙方有「誤解」，但就踢爆「佔中
三丑」之一朱耀明「講大話」，自認是學聯與特區

政府對話的「中間人」，及學聯拒絕與特區政府繼
續對話的前因後果說法不實。
朱耀明早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自己是有份促
成學聯與特區政府對話的「中間人」，稱特區政府
初時答應可接納由民間撰寫「民情報告」，及建立
平台延續商討2017年之前或以後的政制發展，又
聲稱學聯與特區政府「談判」前有共識，就是可由
學生撰寫「民情報告」，但最後變成由特區政府撰
寫民情報告，而學生在談判後未有順勢退場，也令
很多「中間人」始料不及。
不過，周永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辯稱，自己

得悉特區政府「願意討論的是2017年及以前」的
政制議題，但最終變成「只討論2017年後的」，
故認為繼續對話不會有實質成果。他又忍不住踢爆
朱耀明「講大話」，披露「中間人」是香港大學教
授陳祖為及港大校友張韻琪，絕非朱耀明，又指對
方所指「由學生提出撰寫民情報告」並非事實。
他其後「降溫」稱，「雙學」與「佔中三丑」在
「佔領」期間的確溝通不善，導致雙方有「誤
解」，「大家交代當時的疑惑，正好是開解矛盾的
開端。」他又稱，不希望大家將問題個人化。

岑敖暉：被選中對話 嫌隙增加
時任學聯副秘書長的岑敖暉在同一節目上則稱，

最初「五方平台」的成立，被傳媒視為「佔領」的
決策機關，但「佔領者」其實無此想法，而特區政
府選擇與學聯對話，但學聯並非由「佔領區」示威
者選出的代表，令部分人不滿，增加了「佔領者」
之間的嫌隙。
不過，他將問題歸咎於「歷史」，指「佔領」的

決策模式和過往的其他行動一樣，「領導權某程度
都不是公開的決定。」而此舉未能令更多人或不同
代表參與，很多分歧都無法按機制處理，衍生了更
多的不信任，故檢討的焦點「不應聚焦在個人」，
否則未來再出現類似「佔領」的行動，不信任和群
眾分裂等情況定會再次出現，令行動重蹈覆轍。
違法「佔領」失敗收場，岑敖暉暗示是曾試圖策
動罷工的工黨，及罷課的教協等「辦事不力」所
致。他稱，由於當時沒有大規模罷工罷課，社會齒
輪暢順運轉，特區政府又「封晒後門」，「無晒牌
可以出」，故學聯後來才提出上京闖關等「怪
招」。

潘勝形容，在「佔領」出現前，自己
「沉默、唔理人、自己顧自己」，

「哪想到晚年還會去搞社運？其實搞社運
都學曉好多東西。」喚醒他的一幕，發生
在去年9月26日：當晚，學聯舉行罷課集
會，「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突然煽動
在場的示威者「重奪公民廣場」，大批示
威者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並與警方及
保安員爆發衝突。
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憶述自己當晚坐
在電視前，慨嘆參加行動的學生居然可以
如此暴力，而最令他不解的，是黃之鋒被
捕後，其律師團隊即為其申請人身保護
令，令其獲無條件釋放，令人感覺像是有
計劃的利用法庭抑制執法者：「我覺得好
奇怪，佢啲大狀即刻去高等法院，同佢申
請人身保護令，等佢好快可以出返嚟。」
潘勝認為，要不是黃之鋒在9月28日被
放出來，與其他「佔領」頭目共同發號施
令、號召更多人加入，示威者恐怕已經被
警察驅散，「佔領」也不可能持續達79
天。

累老翁跪求撤「佔」嘆無法無天
3天後即10月1日，潘勝首次參與社會運
動：身穿印上國旗的T恤，與其餘60多人
一起前往灣仔金紫荊廣場看國慶升旗禮，

再坐船到尖沙咀向內地旅客宣傳香港，最
後去維園參與國慶嘉年華。他記得去年國
慶時，往年常見的賀國慶旗海不見了，只
剩下支持「佔領」的橫額，內地旅客都感
到奇怪，「所以見到我哋着住國旗衫，就
爭住同我哋影相。」
潘勝還記得，去年10月14日早上，有一
個八旬老翁到金鐘「佔領區」，向時任學
聯秘書長周永康等人下跪，希望學生回去
好好讀書，將來回饋社會，「一個老人家
跪在一個小伙子面前，你受得起嗎？年輕
人以為自己做嘅嘢係啱，點解老人家要跪
你？希望你返去之嘛。」他慨嘆，當時連
警方進入特首辦、政府總部，也要被「佔
領者」搜查車內有否武器，呼籲退場竟然
要出動長者「跪求」，實在是無法無天。
他也比其他團體更早通過法律途徑去控

訴「佔領者」阻路，「10月份我同其他人
去報警，我個名在報案紙上是第一個，但
那位阿 Sir 建議我們去找律師申請禁制
令。」就在報警後數天，有團體向高等法
院入稟，要求「佔領者」撤離個別地方：
「我就話退休啫，其他人要搵食嘛，個地
方唔係淨止你嘛，係全部香港人的！」

自資拍片登廣告要圓普選夢
其後，許多撐警、撐政改、反「佔領」、

「反黑金」等的場合，他都現身其中，甚
至在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前
夕，他斥資5位數字拍短片、在報章賣全版
廣告，公開自己的肝癌經歷，希望議員
「圓我普選夢」。
香港反對派組織的遊行、集會，當有十
萬八萬人參與時，就已號稱這是「主流民
意」。潘勝反駁道，「佔領」令不少包括
他在內的「沉默大多數」走出來，以行動
來告訴反對派：香港不是他們說了算。
「佔領」爆發至今將近一年，他嘆道香港
已經「傷晒」，但他這個康復者仍會挺身
向歪理說「不」。

一場違法的「佔領」行動為香港帶來的亂象，喚醒了香港不少「沉默大多數」，

令他們開始留意時事、關心社會，敢於抨擊、反對違背香港核心價值的事情，以和

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法，去向違法、暴力的行為說「不」。69歲的退休國際船長

潘勝，當時原想戰勝癌魔、「做夠賺夠」，就可安享晚年、不問世事，怎料看到

「佔領」爆發、社會歪理橫行，就開展自己的「第二人生」——參與社運，甚至拍短片、賣廣告，公開其行

船、醫病經歷，出錢出力去告訴反對派：香港不是他們說了算。「佔領」爆發至今將近一年，他嘆道香港已經

「傷晒」，但他仍願意繼續挺身而出，向歪理說「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老船長憶出山
向向「「佔領佔領」」
嘆香港受傷 願再挺身抗歪理

周永康踢爆朱耀明「講大話」

老差骨：象牙塔裡藏狐狸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齊正之、莊禮傑）
「佔中」一周年臨
近，反對派都蠢蠢欲
動，搞所謂「紀念活
動」。據警方昨日指
出，目前有12個團體
申請於9月26日至28
日集會，估計3天的
集會人數共有 2,600
人。本報獲悉，警方
內部經過評估後，認
為雖有多個反對派組
織屆時會在金鐘一帶
搞活動，但相信他們
難以再發起具規模的
「佔領」行動，故有關警區在中秋及國慶節的警力安
排都與正常節假期間相若。
警方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謝國偉昨日在記者

會表示，收接獲12個團體申請於9月26至28日在中
區集會，並已悉數批出12份不反對通知書。警方會根
據集會的目的、性質及人數有相應部署，並已預備後
備人手，在有突發事件會果斷執法，而警方對使用武
力有嚴謹規定，一旦情況受控就會停止。
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對警方執法充滿信

心，呼籲市民在表達意見時，應該以合法、和平、有
秩序的方法進行。他希望盡量將其他道路使用者所受
的影響減到最低，警方對於每一個公眾活動都會作出
風險評估，從而制訂必需的方案去處理。

選戰臨近 反對派收斂
據悉，「民陣」、「雙學」（學民思潮及學聯）等

組織將在「佔中」一周年申請集會，但沒有一個是以
政黨名義申請。有參與活動的反對派頭目私下直言

「不是不想搞，而是不能搞」。由於臨近區議會選舉，如以政黨
名義公開搞「佔中紀念」，肯定不利於吸納更多支持票，「連
『本土派』、『城邦派』都話會派人參加區選，家係選票大過
天，呢個時候邊個組織仲敢再搞『佔領』呀！」
消息透露，警方經過內部評估，相信並不會出現「具規模的極

端事件」，因此已將負責相關區域的警力安排恢復至正常水平，
但過往在節假內實行的「特別更」則仍會繼續。
雖然目前整體的社會氣氛及民意壓力，令反對派難以大搞所謂

「佔中紀念」，但消息透露，警方也留意到有人在網上設置專
頁，鼓動民眾到金鐘參加有關活動，而早前也有激進分子公開呼
籲民眾參與從旺角至金鐘的遊行活動，更聲言「928」當日下午
會在金鐘進行「衝出馬路的紀念行動」，但由於這些人及有關專
頁並沒有向警方提出任何遊行集會申請，故警方將部署相關警力
到場密切留意，如發現有關活動屬於非法，會立即採取果斷措
施，對相關發起人也會進行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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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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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前任秘書長周永康（左）與前任副秘書長岑
敖暉。

■警方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
動）謝國偉表示，今天至28日
將有12個團體，約2,600人在
中區集會。 莊禮傑 攝

■■潘勝開展潘勝開展「「第二人第二人
生生」」——參與社運參與社運。。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何明新曾多次到佔領區何明新曾多次到佔領區，，記錄記錄「「佔佔
領領」」行動的各種活動行動的各種活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潘勝長年航海見
多識廣。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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