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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咁好我哋要保護佢
82歲高齡的梁伯在中環一家食粥的老店，與本報記者 「

閒話家常」。梁伯年輕時曾經賣過麵包、做過雜工、還當過
泥水工，是典型的獅子山下的 「打工仔」。他說，那時因為
要養家，一日做兩份工是家常便飯。不過，說起那段 「捱苦
的日子」，梁伯卻樂在其中，因為家住九龍的他，每逢周末
，就會與屋企人一起，來中環 「消遣」。

談起這段美好時光，老人家立刻精神起來，滿是皺紋的
臉也展露笑顏，他饒有興致地叫出當年常常光顧的酒樓和戲
院的名字。梁伯不無懷念的說，對他們那一代來說，中環是
一個 「目標」， 「我個年代，搵食艱難，不過，好多人都勤
力做嘢，打拚，街坊關係好好」。他說，中環現在好多寫字
樓，回顧這麼多年，中環之所以成為香港的象徵，是全體香
港人幾十年奮鬥的成果。他雖然沒在中環做過工，但就不無
自豪地說， 「我有五個仔女，其中都有喺呢度（中環）做嘢
㗎，一個坐寫字樓，一個喺灣仔稅務局做」， 「佢哋都好乖
，好孝順，又上進」。

說到有人要 「佔領中環」，梁伯隨即臉色一沉， 「我聽
到有人話要 『佔領中環』，真係好嬲！」他用顫抖的聲音質
問， 「佢哋有乜嘢理由佔領！如果唔係搞事，做咩佔領中環
？」他又感慨道， 「而家啲後生仔都畀佢哋教壞咗，仔女駁

嘴，又學掟蕉，社會
秩序差咗」。他還擔
心那些遭 「佔領中環
」運動影響生計的人
， 「點解佢哋要阻住
人哋搵食呢？」他不
停地嘆氣，原本神采
奕奕的臉也黯淡下來
，他說， 「中環咁好
，香港咁好，我哋應
該保護佢，而唔係搞
亂」。

陳生、陳太：
堅決反對 「佔中」 行動，民主應

該是和平與理性的，慫慂他人違法沒
有任何合理性可言。警方應加強執法
力度，不可放縱反對派的違法行為。

歐先生：
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只有背靠
祖國，香港才能發
展；支持愛國愛港
的力量，對
企圖搞亂香
港的 「佔中
」 行動感到
反感。

【本報訊】記者石璐
杉報道： 「佔領中環」運
動聲言不惜違法爭取普選
，引發商界對香港經濟發
展及營商環境的憂慮。香
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主
席、經濟民生聯盟監事會
副主席李大壯（左圖）日
前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在目前經濟發展尚有很
多不明朗因素的情況下，

不希望有任何事影響香港經濟。他又強調，法治是
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用非法手段做任何事都
不可接受， 「無任何嘢可凌駕於法治」。

佔中衝擊港核心價值
在李大壯看來，香港政制改革非常重要，但政

改 「不是兩、三天可以完成的」，他說： 「有今天
才有明天」，首先要看香港社會實際的優先次序。
他指出，社會目前有很多隱憂，包括貧富懸殊、住
房等一連串問題，而新政府上台時間不是很長，也
面臨施政的銜接問題。因此，各界在考慮香港民生
、社會及未來發展問題時，應該客觀一些。 「作為
商界，我們不希望任何事影響香港經濟發展。」

李大壯指出，爭取普選，改革2017年特首選舉
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選舉制度，是港人的公民權
利， 「根據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絕對要做
好這件事。」他說，基本法已經清楚列明，政改在
某個階段做某些事及如何做，這一程序很重要。 「
程序不守法，結果會如何？」

對於 「佔中」提出以所謂 「公民抗命」的違法
方式爭取普選，李大壯直指，用非法手段做任何事
都不可接受， 「無任何嘢可凌駕於法治」。他認為
，法治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在香港這個成
熟的法治社會， 「如果我們有選擇性地解說法律，
利用法律的條文，會影響香港的核心價值。」李大
壯說，他所受的教育，對法治非常尊重，任何人要
他做違法的事，他都不會去做。 「任何事都要有個
依據，我不可以選擇性對法律接受不接受。」李大
壯強調，在法律未改之前，大家都必須要遵守；而
即使要爭取改制，爭取的方法也必須合情合法。

葉先生：
「佔領

中環」 行動
過激，而且
會引起極大
的影響，甚至有可能拖垮香港的經
濟及民生，為社會帶來不可承受的
極大惡果。

陳太：
青少年就像白

紙，反對派滲入校
園宣傳 「佔中」 ，
會對他們產生極大

的影響，做
法過分。參
加者若留下
案底，將前
途盡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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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說，聽到有人話要 「佔領中
環」 ，真係好嬲 本報記者張媞攝

胡女士：
社會上

大部分人都
反對 「佔中
」 ，只不過

是因為生活忙碌而沒有時間來表達
意見，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廣大市民
反對 「佔中」 的意願。

張太：
「佔中」 搞手竟然到校園內向心

智未成熟的學生埋手，不惜犧牲學生
的前途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實在
是太卑鄙了。

反對派為達到自己的個人政治目的，不惜犧牲全港市民整體利益
，企圖發動 「佔領中環」活動，擾亂社會秩
序，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有關做法引起廣
大市民的憤怒，其中 「愛護香港力量」昨
日下午就自發地在灣仔港鐵站附近組織街
站活動，向來往的市民派發反對 「佔中
」的宣傳單張，並收集市民的簽名。街
站活動僅進行了約4小時，但事先準備
的6000份傳單已經全部派完，同時也

收集到約3000個市民的簽名。

4小時3000市民簽名
雖然昨日天文台一度懸

掛黃色暴雨和雷暴警告，
陣雨連連，但卻無阻在

場人士的熱情。有
活動義工表示，在周中得悉活動後，第一

時間決定出來幫忙，昨日雖然下雨，但
活動定當是風雨無阻。愛護香港力

量發言人陳靜心表示，約有80名
義工在不同時段出席昨日的

街站活動，組織在發起
活動前已經事先通

知警方。她說
： 「我

們搞活動的話，一定會提前通
知警方，並盡量配合警方的工作。如果不

這樣的話，豈非無法無天，與破壞香港法制的惡棍
無異。」對於是否會在戴耀廷搞起第一次 「商討日」時到

場反對，她就表示有關的行動仍在考慮中。
對於今次的活動，很多途經的市民紛紛表示支持。有途人儘

管趕時間，但亦要到活動的攤檔前簽名，表明自己反對 「佔中」
的立場。也有途經的家長表示，對 「佔中」搞手戴耀廷在校園內煽
動青少年參與 「佔中」，更企圖在中學內宣傳洗腦感到非常不滿，
怒斥戴耀廷的所作所為 「無恥」，有損學者之名。活動期間，亦有
個別人士前來 「踩場」，但在遭到周圍市民的指責後狼狽離去。

另外，愛護香港力量更就反對派的所作所為發表聲明，表示近期
香港部分政棍變本加厲，為個人醜陋的政治
目的，提出「佔領中環」活動。聲明指出，有
關的行動將造成香港每日經濟損失16億元
，金融界每小時的交易損失更可高達100
億元。還會出現其他行業連鎖反應，中
環一帶交通陷入癱瘓。香港民生、經
濟以及社會秩序將受到負面的影響。

斥戴耀廷荼毒青少年
對於「佔中」活動鼓吹煽動

市民犯法，聲明批評有關的
做法踐踏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擔憂參與者一時被反
對派洗腦，而惹上官
非，最終令自己前

途盡毀。針對土瓜灣協恩中學計劃在22日
邀請戴耀廷參與校內舉辦的「佔領中環
」講座，愛港力斥責戴耀廷曾信誓
旦旦表明不希望年輕人參與「佔
中」，但卻企圖滲入中學
校園，向未成熟的中
學生宣傳 「佔中
」，誤人子
弟。

佔中亂港

「佔領中環」 行動的組
織者煽動年輕人以身試法，搞亂香

港的做法引起全港市民的反對。有團體不滿
「佔中」 活動擾亂社會秩序，活動搞手更企圖潛

入校園荼毒學生，遂自發組織活動，向市民派發反對
「佔中」 的宣傳單張，並收集簽名。儘管昨日天文台

曾一度懸掛黃色暴雨及雷暴警告，但來往市民紛紛駐足
簽名，表示支持活動，齊心反對 「佔中」 。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昨日天氣不佳，但卻無阻愛港力
量一班義工成員的熱情；有參加者表示，對反對派在香港的所作所
為感到極其不滿，所以自己一早打算站出來反對 「佔中」，形容今
次的活動是 「風雨無阻」。也有家長表示，希望小朋友接受正面的
教育，而帶同子女為活動出一分力。

香港近期天氣陰雨綿綿，昨日天文台更一度懸掛黃色暴雨以及
雷暴警告，昨日的街站開始前，曾有人擔心活動會臨時中止。但在
一間外資公司任職經理的愛港力量義工成員鄧偉強卻在活動前一個
多小時就已經到達現場。

論及今次的活動，鄧偉強笑言： 「我在星期二的時候知道有這
次活動，我當時就想，明天如果馬上到了星期六就好了。所以我今
天一早就來了。區區小雨不在話下，我們今次的活動是風雨無阻的
！」他又表示，身邊有不少朋友，都是在網上覺得意見相投，而加
入愛護香港力量這個網民自發組織。他們都和自己一樣，是犧牲自
己的假期，義務來幫忙。

鄧偉強又指，當下不少媒體，過度聚焦反對派的言論，某程度
上令社會的聲音失衡。一些報道與電台節目甚至顛倒黑白，不講事
實根據，而憑空捏造假新聞。郭女士就帶同自己11歲的女兒來到現
場幫忙，她的女兒剛剛上完學習班就馬上趕來，帶着可愛的笑容向
來往的市民派發傳單，並收集簽名。問及是否覺得疲倦，她以略帶
稚氣的口說： 「我
做事情很認真的，所
以一點也不覺得累，
還覺得很好玩很開心
。」郭女士就表示
，由於社會上的反
對聲音太大，所以
也想女兒接收一些
正面的信息，避免
被一邊倒的聲音洗
腦，而讓她有自己
選擇的空間。

守護家園無懼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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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香港力量昨天在灣仔組織街愛護香港力量昨天在灣仔組織街
站活動站活動，，向市民派發反對向市民派發反對 「「佔中佔中」」
的宣傳單張的宣傳單張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市民踴躍簽名，表達反對 「佔中」 的心聲

▲11歲的小妹妹也走上街頭做反「佔中」
義工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