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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嗚」再遊街 市民嗌「收聲」
數十示威者旺角擾攘至政總 途人感厭惡商戶歎生意重傷

旺角「鳩嗚團」數日前已預告昨晚的活動，但昨晚
遊行人數仍遜預期。約60名「團員」，包括所謂

「本土派」的梁金城（金金大師），「粉筆少女」及
「美國隊長」等先在旺角西洋菜南街集合，其後經彌敦
道遊行至尖沙咀碼頭，再乘船到中環，再由中環步行至
金鐘政府總部。

店舖：一年生意大跌七成
警方昨晚嚴陣以待，沿途派員在遊行隊伍前後維持秩
序，不少街頭也有機動部隊警員駐守防止事端。由於參
與人數少，加上警方準備充足，整個活動沒有發生激烈
衝突。不過，當「鳩嗚團」行經尖沙咀海防道時，有市

民不勝其擾而叫他們「收聲」，雙方發生輕微言語衝
突，但很快便被警員勸開。
「鳩嗚團」是次行動不單在旺角，更遠至油麻地及尖
沙咀的旅遊區，影響範圍較以前廣，惹來的怨聲也較其
他地區多，沿路不少店舖都抱怨這些行動影響生意。有
在旺角彌敦道的藥房店員直指行動「十分無謂」，更問
道：「佢哋咁行你見到客人入到嚟咩？ 」在油麻地從
事零售生意的趙先生也指，「鳩嗚」行動已影響其生意
足足一年，更令其生意額大跌七成。
尖沙咀一時裝店店員也直指「鳩嗚」行動令香港永無寧

日，並批評「鳩嗚」毫無意義，也令其生意額跌了兩成。
而「鳩嗚團」沿路使用擴音器高叫口號，滋擾程度令部分

市民為之側目，更有人手掩雙耳，面露厭惡表情。

與「雙學」爆衝突爆粗指罵
當「鳩嗚團」到達金鐘後與「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
狹路相逢，發生了小風波。事緣「雙學」在立法會停車
場舉辦研討會，「鳩嗚團」經過欲入內打招呼，惟懷疑

當時雙方言語出現誤會，令「鳩嗚」團員自覺不受歡迎
迅速離開。不過，當「鳩嗚團」在到達政府總部大門
後，學聯秘書長羅冠聰及「學民思潮」成員周庭前來打
算「補鑊」，並稱感謝「鳩鳴團」前來金鐘，又稱如有
需要他們可以道歉云云，惟部分「鳩嗚」團員不領情，
更以粗言穢語指罵對方，場面尷尬。

「佔中」臨近一周年，多個團體都開始所謂「紀念」活動。其中最

惹人厭惡的旺角「鳩嗚團」昨日率先行動，約60名「團員」由旺角

遊行至尖沙咀碼頭，再乘船到中環，然後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但因

為冷待而以粗言穢語指罵在場「雙學」成員。「鳩嗚團」沿路用擴音器大叫口號，極度滋擾，

油麻地及尖沙咀旅遊區一帶市民及商戶無不面露厭惡神情，有市民更被吵至雙手掩耳。有在油

麻地從事零售生意的商戶指「鳩嗚」行動已影響其生意足足一年，更令其生意額大跌七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數十名示威者昨乘船到中環，再遊行至金鐘政府總
部。 梁祖彝 攝

■示威者沿途用擴音器大叫口號，極度滋擾，有市民
被吵至要雙手掩耳。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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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違法「佔領」行動將近一周
年，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
國謙昨日表示，「佔領」衝擊法
治精神，令社會事無大小都要搞
「群眾式鬥爭」，近日港鐵處理
大型物件的爭議便是一例，而所
謂「本土派」的行為更令中央憂
慮。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
指，反對派倘要尋找政治出路，
必須有誠意與中央溝通。

葉：「佔」後包容法治受衝擊
葉國謙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出，一年前的「佔領」行動，
對香港帶來價值觀上的重大改
變，令過去的和諧、包容和法治
精神受到很大衝擊，發動者要負
上責任。 他又以近日港鐵不准
乘客攜帶大型樂器事件為例，指
港鐵處理手法雖然有錯，但只是
執行上欠靈活，惟竟然有數千人
聲稱會在港鐵站示威，令他有很
大感觸：「社會任何一件事都搞
群眾式鬥爭？係咪應該透過現有
社會機制處理，唔係搞到咁撕
裂？」
被問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

發表「特首超然論」，葉國謙指
出，「佔領」和「本土派」中人
的行為觸動中央，影響了中央對
香港的看法。不過，中央對港的
大原則並未改變，張主任的講話
只是從制度上指出香港的政治架
構，但反對派卻聲稱「特首是皇
帝」云云，非常不理性，但認為
中央官員在用詞方面，需要多與
香港本身的接收渠道更貼近。
他又提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曾問他，會否向中央講述香港問
題，他確有向中央反映，但認為
中央官員對香港了解非常深入，
「使我哋講咁多？」

黃：反對派須尊重中央地位
黃國健在同一節目上指，「佔

領」行動並不是愉快回憶，但一
年後大家都沒有認真反思。他指
出，「佔領」爭取的目標不成
功，也得不到社會的支持和同
情，唯一「成功」之處，是綑綁
反對派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
議案，令政改推遲最少5年。
他批評，香港有部分人試圖排

斥中央在香港的角色、搞「港
獨」。反對派若要尋找政治出
路，就必須尊重和承認中央在
「一國兩制」下的角色和主導地
位，並有誠意與中央溝通。他又
指，反對派未了解清楚張主任的
講話就胡亂批評，是想「砌生豬
肉」 ，「（張主任）無講過
『凌駕』，亦沒說沒有司法獨
立。」

■葉國謙 ■黃國健

「中間人」踢爆學聯反口破壞後續對話

「三丑」陳日君梁家傑齊踩「雙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佔領」一周年前夕，「佔中三丑」
將行動失敗，歸咎於學聯在去年與特
區政府進行一次對話後就拒絕繼續
「談判」，令雙方對話破裂。「三
丑」之一的朱耀明昨日稱，特區政府
當時願意公開對話已「退了一步」，
且對話應該是持續的，故他對學生與
特區政府對話一次後就拒絕「談判」
感到「失望」和「傷心」。「禍港四
人幫」之一、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
教陳日君則再次炮轟「雙學」騎劫
「佔領」行動，表現欠缺智慧。

朱：拒絕保持對話感失望
朱耀明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去年他們在「9．28」提早宣佈「佔
中」，較原定時間為早。他稱，「佔
領」行動最初想法是希望發展出「對
話之路」，更希望以和特區政府「談
判」作為行動的「出口」，而在「佔
領」期間，特區政府願意與學生公開
對話已經「退了一步」，惟學聯僅與
特區政府作一次對話後就不再願意對
話，令「談判」以失敗告終，令他感
到失望、傷心。

陳：提「低智」要求無智慧
在去年「佔領」期間曾炮轟「雙

學」騎劫「佔領」行動的陳日君，昨
日繼續批評「雙學」騎劫整場運動。
他在電台訪問中談到「雙學」在去年
「佔領」期間，向特區政府提出四點
要求，包括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
時，語帶嘲諷地稱，「（『雙學』）
講呢啲嘢夠唔夠智慧呢？……梁振英

無『下台』喎！如果你真係要佢『下
台』，你應該引起好多人絕食，甚至
死畀人哋睇，咁佢可能真係會下台，
但係你要佢『下台』，甚至要求北京
（中央政府）『收回』（人大決
定），更加無可能。」
他又稱，在面對「雙學」時，「佔

中三丑」一直「好識做」，對外仍宣
稱與學生保持良好溝通，但實情是
「雙學」不太理睬「三丑」，「『佔
中三子』好淒涼。」去年曾勸「雙
學」退場的陳日君，被問到事後回
想，他會否再勸學生退場時稱，自己
至今仍覺得這決定正確。倘當時早點
退場，效果會比警方清場好。

梁：早勸喻勿號召圍政總
接受同一電台節目訪問的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梁家傑也試圖卸責稱，去年

11月底，即「雙學」打算將「佔領」
行動升級前，他們一眾反對派議員已
向「雙學」提供意見，並希望他們不
要號召群眾包圍政府總部。不過，
「雙學」最終還是號召示威者衝擊龍
和道，造成數十人受傷，梁家傑就輕
描淡寫地稱，年輕人或對「社會不公
平、不公義」上表達得較為「直
接」。

民：無法贊成「升級」行動
「三丑」中的陳健民昨日聲稱，他

們3人一直堅持以和平方式「佔領」，
故當時無法贊成「雙學」的「升級」行
動，又稱學聯等在過去一年要處理「退
聯」等問題，未有時間與他們討論合作
問題，但他稱3人的「歷史角色」已經
改變，「佔中」在2017年特首普選決
議案被否決時已經「解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明日是
違法「佔領」一周年，「禍港四人幫」之
一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
昨日死撐稱，「佔領」行動「絕對唔係失
敗」，因為行動令特區政府「失去理
性」，已經是一種「勝利」。他又多次為
「佔中三丑」護航，稱倘非「三丑」不斷
宣揚「和平」路線，行動或會出現流血。
陳日君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聲
稱，去年的「佔領」行動「有成效」，
「絕對唔係失敗」，因為成功令到港人
「醒覺」，更聲言在警隊施放催淚彈的一
刻，令特區政府「失去理性」，已經是一
種「勝利」，又涼薄地稱，社會分裂是
「難以避免」的，行動也不會立即成功，
而經過「佔領」後，香港已經「不一
樣」，看到香港比以前更多人「關心」社
會事務，已是「很好的效果」，着參與
「佔領」者不用灰心。

指港人要感謝「三丑」搞「佔禍」
陳日君在節目中又多次為「佔中三丑」

護航，稱「三丑」在事件上的「功勞好
大」，聲言如果沒有3人用一年的時間不
斷宣揚「和平」路線，「舊年已經出咗大
問題，可能流血喇，所以你要多謝佢
哋！」他更稱，「平時『革命』真係要流
血。」不過，他也抱怨3人浪費了另一個
效果，未有令中產階層參與，又主張日後
要有一個更大的聯盟去領導行動，不再局
限於他們3個人。
被問及各反對派組織明日舉行紀念「佔
領」活動， 陳日君稱，相信香港人很有
智慧，不會如去年般在「太無計劃」下進
行任何大規模的行動，而警方批准紀念活
動舉行是「有智慧的表現」。他聲稱，警
民間的衝突是「政府所造成」，又指警隊
中的只有少數「害群之馬」，大多的警員
都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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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佔
領」一周年前夕，「雙學」成為了眾矢之
的。有自稱當時擔任特區政府與學聯對話
的「中間人」，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爆料
稱，學聯當時其實對和政府官員對話「不
太熱衷」，又指他們原來和學聯有共識，
就是在對話後學聯會對政府作出「不是完
全正面，也不是完全負面」的回應，希望
溝通繼續，但在對話結束後，學聯「目光
過分放在facebook群眾和金鐘的群眾」，
不留情面地批評政府，令對話終止，令他
們很失望。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張韻琪，及港大
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近日在
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自稱，他們是去
年協助學聯代表與政府高層官員對話的
「中間人」。張韻琪在訪問中稱，她在去
年10月15日接獲時任學聯秘書長的周永
康的會面要求，希望探討與政府開展對話
的可能，陳祖為則獲學聯常委梁麗幗邀
請，也參與了這場會面。

政府曾允再開會商「民情報告」
翌日，兩人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
港大校長馬斐森官邸會面。10月17日凌
晨警方清除旺角「佔領區」後，周永康質
疑政府在搞「小動作」，但學聯在當日下
午與張韻琪的會面時，已提到與官員會面
的詳細安排。晚上，學聯發表聲明譴責警
方清場，更表明政府須於10月22日前對
話，但「（學聯）實際上已敲定會與政府
對話及鎖定對話日期」。
陳祖為則稱，他和官員談到所謂「民情

報告」的問題。有關官員建議報告內容可
以學生及青年為主體撰寫報告，其中一節
甚至可由學聯撰寫，並希望有第二次對
話，與學聯討論如何寫這份報告，但學聯
當時稱不想「與政府走得太近」。張韻琪
補充稱，學聯其實對對話不太熱衷，「政
府也想知學聯是否願意進行多輪對話。但
學聯不願沾手這份報告。」
陳祖為續稱，官員在正式對話前曾詢問

他，學聯在對話後會對特區政府有關提交
「民情報告」及成立討論2017年政制發展
的平台的構思會有什麼反應，「最後我們
與學生達成的共識是，屆時會對政府的建
議作出mixed response，即是既不是完全
正面，也不是完全負面，既不完全否定政
府建議的價值，但不覺得這些建議或滿足
學聯訴求，達致離場。我們其後將學聯的

想法轉告政府。」

陳祖為對梁麗幗岑敖暉失望
學聯在會上及其後的記者會上都沒有否

定政府的建議，但在對話結束後，學聯代
表回到金鐘「佔領區」時，學聯常委梁麗
幗就批評特區政府是在「耍花招」，另一
名常委岑敖暉更狠批官員「遊花園」。陳
祖為說，自己當晚在家中看電視直播，
「看到梁麗幗發言，整個人彈起，立即乘
的士到金鐘，希望挽回局面，但為時已晚
了。……從中間人角度來看，我們對學聯
在金鐘大台的回應很失望。」
他續稱，學生有此反應，可能是他們很

重視facebook群眾反應，看到網民一面倒
支持他們而情緒亢奮，「覺得氣勢在他們
那方，一定要以抗爭姿態出現，對政府不

留情面批評。學生的目光過分放在face-
book群眾和金鐘的群眾，他們的負面批評
令與我們對話的官員很詫異。」

嘆學生無明確目標訴求不明
其後，林鄭月娥邀請陳祖為、張韻琪兩

人到官邸會面。陳祖為說：「我們還未坐
下來，林太已問我們學生是否仍想繼續對
話，並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
當場也無法回答學生是否想繼續對話，但
我要求澄清學生出爾反爾的說法。」此
後，特區政府與學聯對話也畫上了句號。
陳祖為嘆道：「我覺得從一開始，學生就
沒有明確的目標。我不覺得他們知道自己
想要什麼，他們更多是想展現全國人大常
委決議的憲制問題，並批評政府處理公眾
諮詢的手法。」

■陳祖為稱本來與學聯達成共識，對話後會對政府的建議作出既不是完全正面，也不是完全負面反應。 資料圖片

反應冷淡
學聯及「學民思潮」在「佔領」一周年前夕，在立法會示威區外舉行所謂

「公民退修」活動，但昨日下午僅約10人參加，反應冷淡。 互聯網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