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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守護香江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發起 「佔領中環」 運動，揚言以
「公民抗命」 方式爭取普選。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直言， 「佔領中環」 若付諸實施，將引發中產不安；她亦憂慮若有
學生因參與 「佔中」 而違法並留有案底，將影響一生。葉劉淑儀強
調，「佔中」發起人不能保證運動不出現混亂，亦不能撇清責任，她
呼籲年輕人「凡事不要太早下定論，不應輕信過度簡化的標籤」。

葉劉淑儀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任何一個發起 「公民抗命」的團體，
都不能保證屆時不會出現混亂情況，因
為示威人群容易情緒高漲，她絕對不希
望發生流血衝突。她亦透露，已有商界
人士表示擔心 「佔領中環」將影響國際
社會（尤其是商界）對香港的信心。葉
劉淑儀還指出，即便本港中產階級的包
容心較強，但若長期 「佔中」而影響其
上下班和正常生活，甚至影響他們的生
計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都會令很多中產
人士不安。

違法留案底將毀一生
葉劉淑儀直言，最不希望看到有人

鼓動中學生、大學生參與 「佔領中環」
運動，因為一旦違法，參與人士須面對
法律後果，而年輕人觸犯法律，受到檢
控和拘捕，案底將影響他們的一生。她

更語重心長地勸喻年輕人， 「應多啲了
解事實，不要一早採取犯法嘅抗命行為
」，亦不應輕信遭過度簡化的標籤，認
為全世界有劃一的普選。

對於 「佔領中環」運動將於下月舉
辦 「商討日」，葉劉淑儀直言 「毫無必
要」，因為商討日 「只召喚自己支持者
參與」而非科學抽樣。曾在美國史丹福
大學修讀政治科學的葉劉淑儀表示，國
際公約只規定普選的大原則，如公平，
禁止種族、宗教、性別等歧視，而實際
操作時各地都會就選民和參選人資格設
合理條件，如年齡和居住年期下限，而
且參選資格往往比投票資格嚴。

葉劉淑儀亦批評以 「公民抗命」自
居的 「佔領中環」運動沒有理據。她說
，外國 「公民抗命」的理據是抗拒 「惡
法」，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根據基
本法進行的，過去十多年來，基本法保

障了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保持了
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無理據指基本法
是惡法，亦不能將國際標準與基本法對
立。她表明，基本法第29條規定，《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條文中
，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
過香港的法律予以實施。

「商討日」絕非民意平台
至於 「真普選聯盟」早前提出由全

港選民選舉產生提名委員會，葉劉淑儀
表示，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普選行政長官須經提名委員會
機構提名，由全港選民選舉產生提
名委員會委員 「不可行」，更 「不
合基本法」。對於戴耀廷聲稱 「商
討日」將為 「真普聯」與 「香港2020」
的方案提供平台，葉劉淑儀認為 「沒有
需要」。她指出，應利用現有的、由民
意授權的立法會平台，毋須 「節外生枝
」。她亦相信特區政府會預留足夠時間
讓市民通過各種渠道表達意見，嚴格按
照 「五部曲」落實普選。

此外，對於近來學聯、社民連
等所屬成員的示威行動日趨
激進，曾任保安局局長的
葉劉淑儀坦言， 「我好
同情前線警務人員」
，特別是東區負責維
園的警察向她反映，
因受青少年的謾罵、

挑釁而感到受侮辱。她說，警務人員堅
守崗位，而場面混亂時難免有肢體接觸
，卻時刻面臨投訴，甚至遭到警務處處
分，她認為現時前線警察壓力大，但相
信多數市民支持警方的工作。

中環奇豈可斷送安穩生活來之不易

口口聲聲稱拒絕任何口口聲聲稱拒絕任何 「「篩選篩選」」機制的機制的 「「
佔領中環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運動發起人戴耀廷，，在早前宣讀在早前宣讀
信念書時信念書時，，已經將已經將 「「只許州官放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不許百
姓點燈姓點燈」」的的 「「雙重標準雙重標準」」表露無遺表露無遺。。
聲稱要落實全民選舉的信念書卻強調聲稱要落實全民選舉的信念書卻強調，，只只

有認同其信念的人才可參與其舉辦的運動有認同其信念的人才可參與其舉辦的運動，，此此
乃乃 「「篩選篩選」」機制之一機制之一。。信念書又指信念書又指，， 「「國際標國際標
準準」」才是普選唯一的標準才是普選唯一的標準，，換言之換言之，，普選的標普選的標
準只能由其定義準只能由其定義，，否則就是其口中的否則就是其口中的 「「篩選篩選」」
，，此乃此乃 「「篩選篩選」」機制之二機制之二。。而日前戴耀廷宣布而日前戴耀廷宣布
將於下月舉辦第一個將於下月舉辦第一個 「「商討日商討日」」，，他在回應傳他在回應傳
媒提問及於報章撰文時強調媒提問及於報章撰文時強調，，並非所有香港市並非所有香港市
民都獲准參與商討日民都獲准參與商討日，，只有由反對派團體或政只有由反對派團體或政
黨黨，，如學聯如學聯、、教協教協、、社民連等幫助聯絡的社民連等幫助聯絡的500500
個會員個會員，，及經鍾庭耀港大民意調查篩選的及經鍾庭耀港大民意調查篩選的100100
個市民才有資格參與個市民才有資格參與，，此乃此乃「「篩選篩選」」機制之三機制之三。。

由此可見由此可見，，運動尚未成型運動尚未成型，，已經關卡重重已經關卡重重
，，在篩選在篩選 「「自己友自己友」」參與的同時參與的同時，，又宣稱代表又宣稱代表
民意授權民意授權，，此自相矛盾的邏輯不知市民作何感此自相矛盾的邏輯不知市民作何感
想想？？

只許戴某煽火只許戴某煽火
不許市民嗆聲不許市民嗆聲

葉劉籲年輕人勿輕信簡化標籤

◀葉劉淑儀擔憂年
輕人因 「佔中」 而
斷送前程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本報記者 張 媞

「中環是大家的中環，也是香
港的 『心臟』；香港雖是自由之都
，卻絕不允許小部分人搞破壞。」
從1961年開始已在石板街做小販的
周日新，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好擔心 「佔領中環」會影響他的
生意，毀掉這間陪伴他和家人度過
半個世紀的小舖。

周日新在石板街擺檔，售賣各
式鈕扣和彩帶等飾品，他亦是中西
區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砵典
乍街小販代表。周日新自豪地說，
腳下的石板街，聞名於全世界，他
亦喜歡與遊客傾偈，講講中環的故
仔。靠着這間不起眼的舖仔，他養
育了三個孝順、上進的子女，特別
是 「兩個細嘅仔自細已經係呢度幫
手，學識點同人溝通，亦都學識咗
英文」，他的子女現在都在大企業
任職，生活穩定安樂。周日新說，
子女事業有成，亦好照顧父母的生
活，他之所以堅持繼續經營，是出
於對這塊地方的不捨。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戴耀廷等發
起的 「佔領中環」運動時，周日新
堅決表示 「自己同屋企人都好反對

」。他說現時經濟環境不如以前，
「市面好靜」，在石板街的遊客雖

然不少，生意卻不如從前，一旦 「
佔領中環」將會嚴重波及自己的舖
仔。在訪問中，他反覆強調，不希
望 「佔領中環」毀壞自己的家。周
日新還說， 「中環是大家的中環，
也是香港的 『心臟』，香港雖是自
由之都，卻絕不允許小部分人搞破
壞。」

周日新還說，現時警隊維護社
會安寧，亦對市民 「好好」。他指
，時下部分年輕人受激進立法
會議員 「毒害」太深，太
激進，他不相信 「佔中
」會和平、理性，批
評戴耀廷的言論對
社會不負責任。周
日新希望年輕人
珍惜幸福生活
，努力打拚，
勿學 「長毛」
（梁國雄）、
黃毓民等激進
議員， 「郁下就
掟蕉」。

作為一個生意人，陳植森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已在中環打工，亦
嘗試在中環創業，但他說，今日中
環的成功，正是由無數港人累積失
敗經驗後建造出來的奇。陳植森
表示，理解市民對普選的訴求，但
就質疑 「佔領中環」運動以破壞社
會秩序，斷送中環奇為目的， 「
有心衝撞特區政府嘅管治」。陳植
森太太說，以前曾任職於中環的旅
遊公司，現在 「得閒」喜歡來中環
「懷舊」， 「行中環嘅老街道」，

回憶當年的好時光。

中環是港發展「源頭」
現時在內地經營實業的陳植森

昨日特意選擇在 「陸羽茶室」接受
訪問，他不無懷念地回憶舊時在中
環度過的青歲月。他強調，中環
是香港發展的 「源頭」，亦是當年
年輕人努力打拚的標杆，有很多中
環人一天甚至打兩份工，他說，不
可否認， 「搵錢至上」是當時港人
的核心價值。他1968年開始在中環
的一家航空公司任職，公司的辦公
室從太子行搬到永旺行，後來他開
始自己創業，但就遭受失敗，他說
自己的喜怒哀樂全在中環。他亦坦
言，中環今日的成就，正是由好多
人累積失敗經驗後締造的奇。

聽到他回憶中環歲月，一旁的
陳太忍不住說， 「我以前都喺中環

返工，依家不時返來中環懷舊
，行吓老街道」。陳植

森邊點頭邊說，
以前的人重視

賺錢，現在就
流行講 「追

求夢想」
。他坦言

，爭取
普選是

大眾的需求、民主趨勢，相信特區
政府和中央對普選有承擔。

「佔中」衝擊特區政府
至於 「佔領中環」揚言將以 「

癱瘓中環」爭取所謂普選，陳植森
質疑其目的。他說，既然他們有訴
求，要政府聆聽，為什麼要選擇 「
佔領中環」而不是在維園遊行呢？
他提醒，維園可容納的人遠多於中
環的街道，亦不會影響其他市民的
生活、破壞社會秩序， 「好似英國
嘅海德公園」，所以他認為， 「佔
領中環」根本是 「有心衝撞特區政
府嘅管治」。他說，香港要靠中環
，而現時社會風氣受了立法會四名
激進議員的影響，他們是壞榜樣，
他呼籲社會各界團結為香港好， 「
坐低傾，理性啲」，他相信在 「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下，中
央政府會支持香港的發展， 「但首
要係港人自己做好啲」。

▲ 「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 創會副主席陳玉娥（左）與周日新齊
聲抨擊 「佔中」 亂港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陳植森見證中環奇迹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戴耀廷以雙重標準 「收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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