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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錯估形勢錯判人心必成敗局 街市雞販防疫角色最重

社 評 井水集

「佔領中環」 行動昨日在旺角舉行
街頭論壇， 「搞手」 戴耀廷繼續揚言要
「公民抗命」 、癱瘓中環，但參與論壇

的 「長毛」 梁國雄不諱言 「佔中」 行動
「未能凝聚各界市民」 ，已經 「出現危

機」 ，另一講者 「公民黨」 余若薇也指
「佔中」 行動未被市民普遍接受。

事實是， 「佔中」 行動提出至今，
儘管來勢洶洶，戴耀廷更大言不慚的以
「核彈頭」 作比喻，但實際上，無論是

建制派所作的民意調查，以至反對派內
部，對 「佔中」 持質疑、否定態度的聲
音已越來越強烈。

「佔中」 不獲支持，原因有多方面
。其中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市民不願
見中環被 「佔領」 、金融被癱瘓，也有
不少市民擔心會出現流血衝突。事實是
連日在 「佔中」 的論壇上，少數激進青
年悍然打出港英殖民管治時期的 「龍獅
旗」 ，一些愛國愛港參與者立即高舉國
旗區旗還以顏色，局面一度十分緊張。

如此可以想見， 「佔中」 之日，激
進分子如作出挑釁，正義民眾必奮起還
擊，流血場面的確有可能難以避免。而
警方 「一哥」 曾偉雄亦已警告， 「佔中

」 如出現暴力，不排除會動用武力去維
持公共秩序。

另一方面， 「佔中」 熱不起來，是
由於市民大眾以至反對派內部對這一行
動背後的性質和目的都存有戒心。就在
前天的 「佔中」 論壇上，一貫鼓吹 「本
土意識」 的學者陳雲，直指 「佔中」 沒
有足夠實力，不可能成功，更公開質疑
「佔中」 是要搞 「顏色革命」 ，背後可

能有美國勢力支持。
種種象已經顯示，戴耀廷發起的

「佔領中環」 ，無論是宣傳手法以至行
動模式，與當年發生在東歐國家及埃及
、也門等地的所謂 「顏色革命」 、 「茉
莉花革命」 手法如出一轍，都是以所謂
爭取民主選舉為名，鼓動民眾佔領廣場
，曠日持久下，令到社會經濟、治安秩
序和政府運作都陷於癱瘓，軍警介入、
流血衝突、政府倒台。

觀乎所謂 「佔中」 行動，同樣是借
普選為名，從煽動人心手，鼓吹佔領
公眾地方，戴耀廷日前更揚言 「佔中」
這顆 「核彈」 的 「輻射」 將會一直覆蓋
到內地及中央，其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
見。但戴耀廷和 「真普選聯盟」 召集人

鄭宇碩之流不要再作白日夢了，如果他
們以為「東施效顰」，利用本港二○一七
普選特首之機在中國大門口也來一場 「
顏色革命」 ，藉以牽制中國，那麼，等
他們的只會是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佔中」 不可能成功，特區不會出
現 「顏色革命」 ，那是因為，今日中國
不是昔日東歐，香港市民更是理性、務
實和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就在日前
，喬曉陽在深圳發表講話，嚴正指出 「
抗中者不能治港」 ，反對派曾以為此言
一出，在港人社會必會引起強烈反彈，
但結果事實證明，港人社會的反應平靜
、緩和得很，因為絕大部分市民完全明
白，中央不會讓抗中者治港，也完全同
意，抗中者不能治港，一個 「抗中特首
」 只會把香港帶往歧路、末路、絕路上
去，絕非港人之福。而更為關鍵的是，
絕大部分港人都希望國家好、不希望國
家亂，更不願意將自己、將香港變成禍
國的 「亂源」 。普選必須尊重中央，抗
中者不能治港乃屬理所當然， 「佔中」
不可能達到任何目的。事實擺在眼前，
戴耀廷之流，錯估形勢、錯判人心， 「
佔中」 不以失敗收場幾稀矣。

內地H7N9禽流感疫情昨日又有新
發展，首都北京出現首例，截至本月
十四日為止，全國確診人數已達到六
十例，其中死亡十三人。

在此情勢下，本港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昨日強調已對疫情進行新
的評估，目前證據顯示H7N9病毒只會
通過家禽傳染，本港入口家禽主要來
自廣東，而廣東迄今未有一例，家禽檢
疫亦無發現，因此情況仍然是安全的。

高永文這一評估應說是實事求是
和可信的。儘管內地疫情未已，但都
能夠及時發現、及時治療、及時通布
，情況基本上是受到控制的，本港市
民應該審慎小心、提高警覺，但恐慌
則大可不必。

不過，其中有一點，是本港市民
普遍較為關注，及希望高永文局長有
更深入和詳細的交代，那就是活家禽
街市零售層面的問題。

事實是，內地至今發生的H7N9禽
流感病例，不乏與活家禽接觸的紀錄
。其中，就是北京昨日確診的首例，
病者是個七歲女孩，父母是雞販，就
在自家門口擺賣活雞，如此女孩肯定

會和活雞有過接觸。而事發後，北京
衛生當局已將女孩父母飼養和周圍的
五百多隻活雞撲殺。

因此，本港要嚴防H7N9，除市民
人人都要小心外，街市雞檔、雞販的
防疫意識和衛生情況應是重中之重。
對此，高永文昨日亦作出呼籲：家禽
從業員的染病風險最高。家禽從業員
，需要恪守食環署已發出的現行指引
。除了保護自己外，作為香港整體市
民的其中一條防線，十分重要。

食環署會加強巡查，確保家禽從
業員會遵守指引。另外，他表示將會在
數天內安排與家禽業代表舉行會議，
商討如何加強防護意識及風險管理。

為人為己，本港街市雞販的確要
進一步與食環署合作，守好防疫第一
線。

不過，近日有人提出要立即停止
進口活雞及禁止街市售賣活雞，則有
矯枉過正之嫌，對雞農、雞販生活會
帶來打擊，也會引起賠償紛爭，並無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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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勢必通輸
做法自私應三思

黃
英
豪
：
專訪專訪

本身是執業律師的黃英豪，律師樓設於金鐘，
鄰近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若 「佔領中環」成事，其
律師樓隨時受到波及。黃英豪指出，在公民社會下
，市民可按基本法行使示威的權利，但大前提是不
影響其他市民和鄰近商戶的生活和生意， 「公民權
利的行使是有法律法規的制約，同時亦有社會道德
的制約。」他質疑， 「佔領中環」若對社會造成影
響，應受到大部分市民譴責，而癱瘓中環的舉動，
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也沒有理據。

大批中小企或成受害者
黃英豪指出，中環少說都有數十萬人上班，受

影響的不單止有大企業， 「有多少快餐店會因而沒
了生意？不要以為中環只有大企業，你看看這附近
數十座的大廈，中小企是佔多數，你估有多少中小
企受影響？這對香港的形象亦是極之負面的。」他
批評，以非法手段和人海戰術 「佔領中環」，一定
會引起民眾反彈，最後甚可能釀成衝突，而一小撮
人的行為會影響全球投資者來港投資，是非常不負
責任和自私的行為，希望想參與行動的人三思。

質疑戴耀廷失學者修養
對於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呼籲市民 「以身試法

」，黃英豪表示，最新的民調顯示大部分港人都不

支持 「佔領中環」，並擔心影響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 「在公民社會不是應該聽從多數人的意見？所謂
鼓吹群眾運動，並以違法為出發點，他作為一個法
律學者，他自身的修養和法理知識去了哪裡？」他
表示，戴耀廷等人提倡 「佔領中環」，希望藉此向
中央表達他們所謂的訴求，但實際受影響的卻是港
人。黃英豪相信法治是香港的基石，屆時法院和執
法部門會嚴厲按照法律來處理。

黃英豪續說， 「佔領中環」對任何人都沒有好
處，對參與行動人士而言，他們要冒犯法的危險；
對受行動影響的市民和商界，都要因而蒙受損失，
社會各界是 「通輸」。他指出，佔領中環是一個愚
蠢的倡議，而把中環核心區作為 「人質」去要挾中
央政府並不會成功， 「發起者有沒有考慮過各方面
可以承擔的損失，做這件事能左右中央政府對香港
的決策嗎？能對特區政府的決策有影響嗎？」

黃英豪認為，現時世界的潮流是透過溝通來解
決問題，除了廣大市民外，中央擁有實質任命權，
因此絕對是持份者之一，各方都可以給予意見。他
強調，無論要爭取任何利益，都不應用犯法的手段
來爭取。

由法律學者戴耀廷發起的 「佔領中環」 行動，正醞釀在明年佔
領中環主要幹道。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表示， 「佔領中環」 影響市
民、中小企利益，而參加者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是 「通輸」 的局面

，亦是不負責任和自私的行為。來自法律界的黃英豪又質疑，戴耀廷呼籲市民 「以身
試法」 ，以一個違法行為作為出發點，他質疑戴這樣做已經失去作為法律學者的自身
修養和法理知識。

本報記者 陳錦輝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認為， 「佔領中環」的發起人戴耀廷近日表示
會接受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顯示他有聽
取意見並修正言論。但譚耀宗奉勸戴耀廷， 「核
彈」這一含義驚人的詞彙 「不能隨便用」，更不
應以 「公民抗命」為藉口，公然煽動市民違法。
他說，香港社會應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的相關
規定，研究如何落實普選，相信市民不願見到反
對派輕率否決政府推出的普選方案。

佔領即癱瘓 市民憂慮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

被問及如何看待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近日
改口稱，願接受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
名2017年行政長官候選人時表示，樂於見到戴聽
取意見，並修正言論， 「有轉變係好」。但他
指出， 「佔領中環」運動本身的意念 「麻麻地」
，市民普遍質疑何謂 「佔領」。他說， 「市民相
信佔領等於癱瘓，就算戴耀廷辯稱唔係癱瘓，好
多時候都難以解釋」。

對於戴耀廷聲稱 「佔領中環」將成為一顆 「
核彈」，譚耀宗警告： 「『核彈』唔好隨便用」
， 「朝鮮最近搞核彈，全世界都好大反響」，他
質問戴耀廷， 「你話發核彈係咩用意？」至於學

者陳雲日前質疑 「佔領中環」將引發 「顏色革命
」，譚耀宗表示，現時社會毋須 「革命」，而 「
佔領中環」並不受到大多數港人的認同，香港社
會尊重中央政權。

譚耀宗續謂，既然人大常委會對香港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 「開綠燈」，香港社會各界應研究
如何落實。他表示，近期不少團體、人士就普選
表達看法， 「民間討論已經展開」，民建聯會繼
續以開放態度聽取各方意見。他說， 「好似李柱
銘，佢講（方案）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建議
務實，我咪肯定咯」。他強調，普選是具爭議
性議題，社會各界應依法展開理性討論，最終交
出務實、有共識的方案， 「不至令市民失望」，
但就表示， 「若 『泛民』輕率否決，市民都唔願
見到」。

譚耀宗轟戴耀廷核彈論

對於有反對派不滿基本法規定普
選行政長官須設提名委員會，並質疑
此舉是先作所謂的 「篩選」，本身是
執業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表示
，香港回歸僅15年，現時理應尊重既定
的憲制架構，按基本法推行普選行政
長官，未來可再按需要研究是否修改
條文。他強調，中央有行政長官的實
質任命權，並非橡皮圖章，絕對可以
及有理由提出要求和期望。

反對派連日提出了不少質疑，並
稱基本法第45條中，由提名委員會產生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做法並不符合國際
原則云云。黃英豪指出，法律會因應
時代的變化和市民的訴求而調整，但
香港回歸僅15年，當年起草基本法是經
過漫長的醞釀和妥協，因此香港現時
應先尊重憲制架構，按基本法的規定
進行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指出，有關普
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
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黃英豪表示，
調整部分選委會界別有助提高選舉的
民主成份，但若有人打算推翻提名委
員會則是違反基本法。

至於中央相關官員日前相繼提出
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且不能與中央
對抗，黃英豪認為，中央對行政長官
有實質的任命權，是最後的把關者，
亦是主要的持份者，提出要求和期望
是很自然的事，反而有不少人不清楚
這一點， 「他們還以為香港人選出了
便行，以為中央是橡皮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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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商討日佔中商討日 篩選篩選自己友自己友參加參加

▲黃英豪批評 「佔領中環」 行動是不負責任和
自私的行為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 「佔領中環」 昨日在旺角街頭舉行街頭論
壇，刻意為 「佔中」 的醞釀造勢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戴耀廷稱，會在6月就 「佔領中環」 舉行首
次 「商討日」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提倡 「佔
領中環」的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昨日提出有
關行動的初步時間表，預料在6月會舉行首次
所謂的 「商討日」，讓參與者可以提出對 「
佔中」的疑慮。不過，這項自詡民主、平等
的行動商討日卻要受邀請，經他們篩選才能
出席，戴耀廷辯稱是要 「讓有相同理念的人
先商討問題，會另外舉辦公聽會讓各方市民
表達意見」。

狡辯稱會另設公聽會
昨日有關 「佔領中環」的論壇於旺角街

頭舉行，講者包括有戴耀廷、公民黨主席余
若薇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戴耀廷表
示，現時行動提出不久即引起坊間討論，又
引用民建聯早前的調查，辯稱有2成人支持 「
佔中」，按比例全港已有140萬人願意 「坐響
中環」支持。他稱，現時將行動與戴耀廷的
名字相連並不健康，需要力量延續，希望可
以全民參與。

戴耀廷初步計劃在6月初舉辦第一次行動

商討日，主要集中討論 「佔領中環」引申出
來的問題，預計有數百名來自不同界別的人
士參與；在兩個月後會舉行第二次商討日，
讓各個團體自行商討解決方案。到了明年1月
，他聲言可以有萬人共同商議政改方案，再
交由全港市民透過電子平台投票。不過，戴
耀廷說6月初舉行的商討日是要簽妥信念書、
有相同理念的人士才能出席，而其他想參加
討論的市民則可到另外舉行的公聽會，明眼
人一看便知，這種做法有 「篩選」市民
之嫌。

戴耀廷又揚言，在明年初討論方案之先
，會先收集建議，交由國際專家審核是否符
合國際標準後，再交予市民討論。但他承認
有不少問題仍需解決，包括與反對派議員牽
頭的 「真普選聯盟」的協調。他表示，下月
初會與真普聯商討會否合作，他稱，對方雖
然有部分成員支持 「佔領中環」，令兩個團
體的合作機會頗大，但仍需時商討細節和釐
清兩個團體的關係。

對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收回他早前

提出的2017年普選方案，戴耀廷認為，若提
名委員會組織方法符合普及和平等的要求，
方案並非不可取。若將來有市民提出在商討
日提出，可經修訂後讓社會討論。他又認
為討論政改方案的焦點，不應只集中討論
提名程序，應該分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
法、提名和選舉方法等方面討論。他又語
帶威脅地說： 「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想看到
香港被癱瘓，也會回應由全民推動出
來的訴求」。

另外，反對派雖然支持 「佔
中」，但亦表明對行動的成功
與否存疑。梁國雄在論壇上明
言行動已 「出現危機」，未能
凝聚各階層人士帶動市民參與
。但他揚言，無論行動成功與
否，只是香港抗爭運動的開始
，不是終點。而余若薇則稱，
「佔中」至今不夠大眾化，市

民不明白行動的實質目的，希
望社會可以多加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