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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
成名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的名義，扮演極端職業政客角色，竭力鼓吹激進
路線和政治暴力，攻擊抹黑中央政府，並成為「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
「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他到底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反對派政客或「法輪功」成員？成名
實際上是打

科大的幌子，販賣他作為極端反對派政客的私貨，這不僅玷污了科大的形

象，而且與包括學術中立在內的世界主流大學的「三A原則」背道而馳。科大校董會應研
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繼續誤人
子弟？
美國高校通過的全美大學教授協會所闡述的三大原
則，即著名的「三A原則」
，是西方大學的基本特徵和
教授們恪守的行為標準。「三A原則」包括：學術自
由 （ Academic Freedom）、 學 術 自 治 （ Academic
Autonomy）和學術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
。根據
「三A原則」
，教授和講師作為學者和知識傳授人有學
術自由；大學有權利從學術角度出發，決定如何教
書；大學教授們的自由以校園和學術界為界，對外嚴
守中立，不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相比起來，香
港的大學學者中少數人的表現，卻與「三A原則」背
道而馳，特別是嚴重違背學術中立原則，不但過問政
治和社會敏感問題，而且扮演偏激的職業政客角色。
其中一個極端的典型，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
教授成名。

成名反華反昏了頭
成名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的名義過問
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有評論批評他「言論之激進、
政治立場之極端，恐怕連激進反對派政客也自嘆不
如，綜觀成名多年來的言論，他根本就是戴 學者頭
銜的長毛，只不過是利用學者的身份去鼓吹激進路
線」
，這批評完全符合事實。
今年11月22日成名在接受「法輪功」媒體《大紀元

時報》訪問時，誣指中聯辦在幕後操控選舉，反對派
區選失利是由於「種票」所致。成名提出的指控相當
嚴重，但對於如何「操控」卻提不出任何證據，純屬
造謠誣陷。至於所謂「種票」問題，實際情況非常複
雜，包括一單位因「 房」形成多戶人共用同一住址
登記選民等問題。而反對派炒作區選「種票」事件乃
是賊喊捉賊，例如公民黨執委大律師郭榮鏗及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就涉嫌「種票」。成名炒
作區選「種票」事件，誣指中聯辦操控選舉，是明顯
的造謠誣陷。
成名在接受《大紀元時報》訪問時，還公然將美國
國會的反華報告與所謂「種票」事件掛 ：「上周美
國國會報告指出，中共政權已經足以全面控制香港經
濟政策，利用香港把人民幣充分國際化，在5年至10
年內對美元構成一個很大的威脅，情況令人擔憂。今
次種票事件再次發出一個危險的訊號，說明香港『一
國兩制』越來越被中共侵蝕，值得港人警醒。」美國
國會的反華報告妖魔化人民幣國際化，是為了保持美
元霸權，根本不值一駁。人民幣國際化將為香港帶來
龐大商機，並且為國際貨幣體系增加一個穩定的貨
幣，從而更有利於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促進經濟
發展全球化。成名公然將美國國會的反華報告與所謂
「種票」事件掛 ，說明他反華反昏了頭。

成名是謙謙學者還是無良政客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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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令人搞不清
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
員。眾所周知，「法輪功」在內地早被認定為邪教組
織，國際主流社會也認為「法輪功」符合邪教標準。
辛格 (Singer, Margaret Thaler)被公認為「全世界最重要的
邪教問題研究權威」，是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心理學
教授，曾擔任過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她的名著《邪教
在我們中間》指出，「法輪功」是符合邪教標準的，
無論是美國的還是世界的標準。在香港，反對派人士
也不敢公然與「法輪功」沆瀣一氣，成名卻是《大紀
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他配合「法輪功」
在香港舉行的集會遊行，在「法輪功」媒體發表粵語
錄音發言，為「法輪功」撐腰打氣。他誣指中聯辦對
於「法輪功」的批評，「對特區政府有施壓意味，並
提醒市民中央政府的立場及有警告香港法輪功成員作
用」云云。

有「維園阿哥」之稱的社民連成員任亮憲，涉嫌一
宗強姦及非禮案被警方拘捕。成名不顧師道，為任亮
憲的失德行為轉移視線，百般辯解，閃爍其詞稱：
「雖然現階段難以看到任亮憲被捕和社民連被打壓是
否有關，但從宏觀及客觀分析下，社民連被打壓會令
『泛民』支持者失望。」韓愈說：「師者，所以傳
道、授業、解惑也。」教師體認自身具有道德的角
色，負起道德倫理教育的責任，但成名卻對任亮憲涉
嫌強姦及非禮百般袒護，並將「泛民」支持者拉下道
德混水，如此師德敗壞，令人質疑他如何傳道授業解
惑。
特首曾蔭權10月13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遭黃毓民
和梁國雄故意冒犯和侮辱，二人語言與肢體動作都極
為粗暴，「長毛」梁國雄更在混亂中向特首投擲雞
蛋，立會主席曾鈺成隨後將兩人逐出會場。但是，成
成名不得用科大名義在政壇招搖撞騙
名卻混淆視聽稱：「社會已經是半獨裁，現在有民選
議員你都要將他趕走，實質上你剝奪了他的聲音。我
成名扮演極端職業政客的出位言行罄竹難書，令人
覺得對比起整個制度的暴力，其實根本是小巫見大 質疑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極端職業政客？按照大學的
巫。」成名又蠱惑人心稱，當局收緊限制議員在議會 「三A原則」
，成名不得用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的名義
的發言權，將會令社會更加憤怒。成名根本是在顛倒 在政壇招搖撞騙、煽風點火、蠱惑人心。西方學者到
黑白，為政治暴力辯護。實際上，令社會更加憤怒 大學教書是出於愛好，因為寫書、講課對他們來講是
的，恰恰是激進反對派的政治暴力。在區議會選舉中 一種享受和宣洩，沒有必要當政客。成名如果對當政
激進反對派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全軍盡墨，就表 客最有興趣，他可以辭去科大教職，去加入某個反對
達了社會對政治暴力決不容忍。香港的主流價值，是 派政團特別是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這樣的政團，或
理性、持平、溫和及進步，港人一直奉行和平表達意 者加入「法輪功」成為李洪志的信徒，沒有必要打
見的方式，有關的激烈行動不為港人所接受，應該受 科大副教授幌子，充當極端職業政客並與「法輪功」
到社會譴責。成名美化政治暴力，令人質疑他是謙謙 沆瀣一氣。科大校董會亦應研究成名的所作所為，是
學者還是無良政客。
否褻瀆師德和影響學校形象，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
成名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員 教授繼續誤人子弟？成名儘管在他的反中亂港極端邪
路上繼續「成名」，不過收場肯定是：「爾曹身與名
成名是「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梁家傑混淆視聽
圖脫阻建大橋罪
不擇手段

公民黨涉當「幕
後黑手」
，搞出港珠
澳大橋環評案司法

覆核致多項基建工程一度延誤，其中大

■中國駐南非大使鍾建華於約翰內斯堡奧利弗坦博國際
機場迎接曾俊華。

橋工程延誤達1年，令全港市民須額外
「支付」65億元公帑，以追回進度，令公
民黨備受批評。不過，該黨黨魁梁家傑
多次試圖轉移視線，多次在大橋工程被
官司拖延問題上糾纏，更以偏概全地隨
意引述發展局一份文件，狡辯即使沒有
環評官司，工程仍會延誤1年。有官場中
人翻看資料，發現梁黨魁「睇

唔睇

」
，有關延長完工的研究僅是研究當地
是否應設立海岸公園，與大橋工程進度
實毫無關係。有政界中人更質疑，如果
公民黨真的沒有涉及官司，又何需找這
麼多「偏門」資料，證明有關官司並無
影響大橋工程：「好明顯係身有屎啦！」
梁黨魁早前「尋獲」發展局的一份文件，即如
獲至寶，不但在報章撰文，又在立法會上利用有
關文件，多次聲言文件中指政府於2011年2月已表
明對涉及港珠澳大橋工程的「大小磨刀」須進行
額外的環境研究，因而要延長有關完工日期，與
環評官司無關。

海岸公園研究 無關大橋進度
惟事實是，文件中的延長完工日期是指有關環
境研究的項目，與大橋工程的時間表並無關係，

■公民黨涉阻礙大橋工程令市民需多付65億元，市民設計圖片表達對該黨的不滿。
「好不幸地，梁黨魁此次可說是自己捉蟲了」
。
有熟悉有關工程的官場中人透露，有關額外研
究項目只是按大橋工程的環境許可證要求而進行
的，主要是研究當地的「大小磨刀」是否應設立
海岸公園的問題，其工作進度對大橋口岸及連接
路等本地工程絕無影響，「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
工作」
。「這本來是顯淺易明的事實，梁黨魁卻硬
要把海岸公園研究與口岸工程延誤扯上關係，實
在叫人摸不 頭腦」
。

亂引資料狡辯 有失政治道德
有政界中人批評，梁家傑質疑港珠澳大橋口岸
填海工程延誤並非由司法訴訟引致，其論據引用
資料不詳不確，分析偏頗，也忽略了推展基建工

社福團體辦選委論壇

題進行「表態」，包括要求政
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綜
援金額、改善房屋津貼及設立

幼兒托管服務等。

發言時間短 未暢所欲言
不過，由於大會安排以團隊身份參選的候選人
只得2分鐘發言及回應時間，個人身份就有1分
鐘，時間所限，多個參選團隊初時只能以所有訴
求都支持作回應，卻惹來「答非所問」的批評。
大會唯有延長候選人發言時間為團體4分鐘，個
別人士3分鐘。
部分首次參選團隊候選人就大開「支票」
，表
■社福界選委候選人昨日參與選舉論壇，介紹 明要爭取取消一筆過撥款，並在各政策範疇內，
他們的政綱。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大量加入社工及持份者代表，增加社會福利開支
選舉委員會選舉即將舉行， 到25%。部分候選人就聲言，大幅增加財團利得
訴求相近
多個社會福利界團體昨日聯合 稅及恢復徵收遺產稅，提供低收入人士保障和各
舉行候選人論壇，出席者均就近日城中的熱門話 類型的服務中心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網上圖片

程的程序，是斷章取義，有混淆視聽之嫌。又嘆
言，梁黨魁竟以如此不詳不確的資料，就想為該
黨「洗底」
，有失作為一黨之首應有的政治道德。
事實上，按照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工程的原計
劃，是於2010年年底前動工，因此需要於2010年
內完成包括填海工程設計及土地勘探、多項法例
要求的法定程序，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及工程招
標等工作。不過，有關司法覆核案件已於2010年1
月展開，所有工程計劃均因此受到直接影響。雖
然政府最終勝出有關司法覆核，但工程已被逼因
此延遲動工約1年，令工程開支增加了65億元，而
官司所耗費的時間和金錢，「最終還是要香港市
民埋單」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網民支持度
何俊仁0.5%
新任特首選舉繼續成為坊間
話題，反對派已訂出所謂的
「初選機制」
，其中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對此「躊躇
滿志」
。不過，據「網民力量」一項有關特首選
舉的網上調查發現，何俊仁的支持率僅得0.5%。
「網民力量」昨日發表最新網上民調，發現在
11,854個有效投票中，梁振英的支持度為44%，
較截至上周日的39%，增加了5個百分點，支持
率大幅上升12%。唐英年的支持率為39%，較截
至上周日的41%，微跌2個百分點，支持率減
4%。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的支持度就減少為
16%。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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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經濟前景持續不明
朗，特區政府繼續全力開拓
新興市場。率香港經貿團訪南非的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指出，「金磚5國（BRICS）」（巴
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非）的經濟近
年發展迅速，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
增，而隨 歐美自金融風暴之後步履蹣跚、
復甦乏力，金磚5國市場就更讓人憧憬。他直
言，香港面臨不少挑戰，但把視野擴闊，就
可以看到很大機遇：「我們在南非，應該發
現很多新商機。」

遍訪5國

金融危機困擾歐美
近年先後率團訪問印度、俄羅斯、巴西的
曾俊華，來到「金磚5國」最後一站南非。他
在其最新網誌中指出，外貿是香港重要的經
濟命脈，歐美等發達地區是香港的傳統市
場，也是世界經濟火車頭：歐美興旺，可以
帶動其他地區；歐美衰退，其他地區就難過
了，故香港總要時刻留意 歐美的風吹草
動。
不過，金融危機現在持續困擾美國和歐
洲，大幅減低當地的內部需求，直接影響香
港的出口貿易，甚至經濟增長，短期內出口
會持續面對很大的下行風險，故香港必須要
有新思維作出應對。

新興市場增長力強

近年，特區政府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正是
應對之策。曾俊華表示，自己率團訪問印度
之後的翌年（2008年）
，香港對印度的出口猛
增5成，2009年雖然因為金融風暴而停滯，去
年和今年頭10個月又分別錄得逾3成至4成的
增長。香港對俄羅斯的出口去年增加了1倍
多，今年頭10個月也增長32%。對巴西的出
口，今年頭10個月增長近3成。
他相信，這次對南非的訪問，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
這次同行的商界人士來自各行各業，有財經服務、銀行、
基建、地產、科技、物流等，還有從事大宗商品貿易的。

支持港企拓展內地
曾俊華強調，特區政府更不能忽視「金磚五國」中最重
要的一國—中國。在《施政報告》中，特首曾蔭權已提
出撥款10億元設立專項基金，支持香港企業拓展內地市
場，當局還會爭取在今年年底前簽訂CEPA第八份補充協
議。中央已明確表示會對香港擴大服務貿易開放，自己會
積極跟進此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