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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一意孤行發動罷課，據悉內部也有不
少爭議，但最終在召集人黃之鋒，發言人黎汶洛、周
庭、劉貳龍等「一錘定音」之下正式拍板。而導致黃
之鋒等極少數人可以掌控「學民」立場及方向的主要
原因，就是現時「學民」的金字塔式層級制度。

政治審查 確保「自己友」控制「學民」
這套制度是在2012年「反國教」一役後推出的，制

度將所有「學民」成員分作三層：第一層是只有50-60
人的核心成員組，內設三個小組，主導「學民」的行
動，具有最高決策權。第二層是義工，約50-60人，職
責是協助統籌行動組成員，但不具決策權。第三層是

地區行動組，約有200人（另有約600人待批），職責
為擺街站、參與遊行等。

設立這套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學民」思想
立場一致，正如由第二層升上第一層，需要經過筆試
和面試，即是說如果有關人士在政治立場上不符合黃
之鋒口味，或不主張採取違法衝擊、罷課等手段，永
遠都無法進入「學民」決策層。在這樣層層審查的制
度下，將可確保進入核心的都是「自己友」，都是唯
黃之鋒是瞻。而其他未能晉身核心的絕大多數成員，
由於沒有決策權，就只能被迫跟隨黃之鋒等人的立
場，在大會上只淪為「鼓掌機器」，成為了一小撮
「學民」核心的棋子。

黃之鋒等第一代「學民」在「反國教」一役後出盡
風頭，並且獲得以百萬計的捐款，隨即推出這樣一套
制度，將組織控制權牢牢掌握在手上，其心計不可謂
不深。然而，黃之鋒等人集大權於一身的圖謀，也多
次引起「學民」內部的非議，與黃之鋒同期出道創立
「學民」的核心成員，也因為與黃爭權而爆發了多次
權鬥。

在去年，有「學民軍師」之稱的「學民」第二號人
物張秀賢，就突然高調退出。對於退出原因，他在接
受訪問時就直言「我呢啲老嘢，唔好阻住地球轉
啦！」據悉，他主要是因為與黃之鋒意見不合，並且
在「學民」內部的權鬥中輸給黃之鋒而退出。一直以
來，張秀賢都是負責「學民」的文宣及政策，而黃之
鋒則在台前擔任發言人，兩人本來分工合作。但在內
部制度建立後，整個組織的控制權卻落到黃之鋒等幾
個人手上，其他骨幹都無從置喙，最終令張秀賢心淡
退出，現在更成為中大學生會會長，與黃之鋒並駕齊
驅。

「學民」逃不過「權力使人腐化」
另一次權鬥則發生在今年政改諮詢之初，曾經參與

「反國教絕食」的林朗彥和「學民烈女」黃莉莉，與
另一名成員朱偉聰也表示與「學民」分道揚鑣。而他
們離開的原因也是因為不滿黃之鋒等人在政改上的立
場及行動策略。不論是張秀賢或是林朗彥、黃莉莉，

都是「學民」的核心骨幹，但卻相繼離開，明顯並不
尋常，反映的是「學民」的連番權鬥。現在「學民」
有了知名度、有幾百名成員、甚至在反對派內有了發
言權，不少人都希望能夠主導「學民」。但黃之鋒由
於有制度上的優勢，加上在第一層核心成員中大多是
他的派系，所以儘管其他人如何不滿，儘管黃之鋒、
周庭已經成為大學生，但「學民」的實權依然掌握在
他們手上。

還有一個黃之鋒等人必須控制「學民」的原因，就
是「學民」已經成為了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雞，每年獲
得數以百萬計的捐款。但對於如此龐大的捐款，究竟
花在何處卻令人疑惑。早前「學民」曾公開所謂帳
目，但當中只有大數沒有細數，例如13萬的「供應
品」、10萬元的「文具」究竟有何具體內容，有否故
意報大數等。外界亦質疑黎智英有否向「學民」提供
「黑金」，雖然黃之鋒一律否認，但被問到有否收過
黎智英「拆細」或「迂迴捐款」時，黃之鋒卻顧左右
而言他，都令人存疑。

「學民」近年充斥着排除異己、爭權奪利的內鬥，
更淪為黃之鋒的「一言堂」；甚至在捐款上的不透
明，對捐款者的諱莫如深等，都與反對派政黨同一模
樣，說明「學民」也逃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的現
象。「學民」墮落成「政棍」，對他們還能寄予厚望
嗎？

文平理

黃之鋒排除異己「學民」墮落成「政棍」
在外界一片反對聲中，「學民思潮」堅持於本月26日發起中學生罷課。由策動「佔中預

演」到煽動中學生罷課，在在說明「學民」已經變成激進反對派一員。但同時，「學民」亦

避免不了激進反對派內鬥不斷，嗜權如命的基因。黃之鋒等第一代「學民領袖」為了保住控

制權，故意設立一套金字塔式層級制度，並且對成員採取嚴格的「政治審查」，確保只有

「自己友」才可進入領導層，其他成員只是「鼓掌機器」。為了爭奪「學民」絕對核心地

位，黃之鋒更與多名骨幹爆發了多場權鬥，最終導致張秀賢、黃莉莉等黯然離去。更不要

說，「學民」龐大的捐款究竟花在何處？當中有否收過黎智英「迂迴捐款」，「學民」至今

都拒絕交代。這說明，「學民」在自我擴棄的同時，內部卻已急速腐爛，墮落成一幫只懂排

除異己、爭權奪利的「小政棍」。

家長師生齊發聲 遏罷課歪風
籲政客勿利用他人子女 莫將政爭引入校園

事實上，若出現罷課，首當其衝受影響
的就是學生。就讀沙田區中學的中三

學生強同學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無論
老師還是學生，都不應將政治爭拗引入學
校，尤其對於尚處於成長階段、心智未成
熟的中學生，將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教師罷課恐拖慢學生學習
強同學認為，教師雖有表達自由，惟也

應考慮學生的學習進展，擔心有教師罷
課，屆時將拖慢整體學生的學習進程，亦
沒有人維持學生紀律，令人擔憂。她認為
即使罷課的教師替學生補課，作用也不

大，「只會打亂我們的時間表。」
在政改問題上，強同學也有自己一套看法。

她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政改框架是以促
進本港的整體發展為依歸，例如組成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再由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名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等決定，也確保了港人能夠選出一位愛國
愛港，能與香港市民與中央保持良好溝通的
行政長官。她認為，一旦有反對派當選行政
長官，只會令香港更加混亂。

中一生：勿影響有心上課者
沙田培英中學中一生趙同學則表示，自

己熱愛上課，慶幸班內的同學均未有意罷
課。她表示，剛開學不久，期望可以在學
校學習更多知識，充實自己，故希望有意
罷課的同學應以大局為重，避免影響其他
有心上課的同學，「罷課始終太過激進
了，他們（鼓吹罷課的學生）要表達對政
改的不滿，可以採取合理、和平的手法，
為何要罷課呢？」
家長同樣對罷課持反對意見。育有兩名

子女的陳女士坦言，不滿激進派將政治議
題引入中學校園。她認為，學生要進行政
治表態可於周末參加講座、出席論壇，而
非通過罷課等激烈的抗爭手法，「有時間
罷課，不如花多點時間好好學習，回家幫
父母做家務，顯得更有意義！」
她又苦口婆心地勸喻「學民思潮」、學聯
等激進學生組織成員，對政治議題的意見不
應過於偏激，應以本港整體利益為優先考慮。

陳女士斥反對派說一套做一套
陳女士又批評，部分帶頭罷課、「佔

中」的反對派只懂得煽動廣大學生，卻不

見他們帶同子女出來抗爭，「他們的做法
自私，說一套做一套，如何說服我們，他
們是為了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
家長余先生也擔心年紀較小的中學生難以

理解和掌握複雜的政治議題，或會被部分反
對派牽走，進行較激烈的抗爭行動。他認
為，中學生和大學生均有自由就政改框架表
達立場和看法，但最重要的是他們清楚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不過，若罷課是學校不容
許的，『佔中』是犯法的，便不適合去做。」
他強調，家長的角色非常重要，需要好好把
關，教育孩子哪些行為屬犯法，避免孩子因
一時迷茫而前途盡失。
屯門區中學的通識科主任李德慰表示，

學校將舉行論壇、周會，及在通識課向學
生講解有關罷課的背景、政改諮詢、政改
框架等內容，讓學生從多角度了解事情的
發展，避免學生受偏頗的言論影響，「學
校有責任讓同學了解參與罷課的後果。」
他又指，身為教師的一言一行均會成為學
生的楷模，故進行政治表態時，必須明白
自身行為對學生帶來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學民思潮」對社會強烈反罷課的聲音置

若罔聞，日前仍然擺設街站宣傳罷課，但不少學生、家長及教師亦堅持發聲，

希望抵抗歪風。有學生直言自己熱愛上課，希望不要將政治爭拗引入校園；

家長們則勸「學民」和學聯不要過於偏激、希望政客不要利用他人子女達到

政治目的，也有家長擔心年輕學生會被政客牽着走。有教師就嚴肅指出，老

師身為學生楷模，在政治表態時必須明白自身行為對學生帶來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學聯及「學民思潮」分別
煽動大專生及中學生罷課，以
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
改的決定。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昨
日表示沒有需要罷課，特別是
中學生罷課，強調不應將政治
捲到校園內；行政會議成員、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罷課
會傷害學生本身利益。
鄭耀棠昨日聯同工聯會成員

出發前往北京前表示，沒有需
要罷課，特別是中學生罷課：
「人（中學生）的歷練都是比
較輕，所以我覺得不應將政治
問題捲到中學內，令中學生無
所適從，難以判斷。」他又呼
籲反對派不要「佔領中環」，
批評「佔中」令投資者卻步，
對香港經濟不利，「到最後受
苦受難的就是老百姓。」

葉劉：罷課損學生利益
同樣於昨日率領新民黨成員

上京的葉劉淑儀批評，以罷課
等方法脅迫中央政府是失敗的
方法，並指出學生罷課最後會
傷害他們自己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香港專上學
生聯會近日除了大力鼓吹學界罷課外，昨日又
轉而向全港各大專院校校長施壓。該會昨向各
校長發出公開信，指得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今日會與校長們開會，「想必與罷課一事有
關」，故要求大學高層與學聯站在同一立場，
聲稱這樣便能「堅守大學的價值，與學生們走
在一起，把社會變得更加公正」。
公開信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上月31日就香

港政改前途所作的決議，學聯聲稱這是「從根
本地否定了自由與平等的精神，等於把整個大
學教育的理念都給否認」，又指特首候選人要
以過半數提委會成員提名的要求「等於我們沒
有自由選擇管治一己生活的政治權力，我們自
主生活的權利被徹底排除」。

學聯公開信向大學校長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激進反對派
組織「學民思潮」為煽動中學生於本月26日
罷課，近日頻頻出動向中學生洗腦，除了設
立街站向上學途中的中學生派發罷課單張外，
昨日出席《城巿論壇》時又刻意標榜中學生
「有獨立思考」，可因應情況自由選擇是否
參與政治行動，另一方面又別有用心地大讚
願意罷課者能頂住家庭和社會壓力，十分值
得欣賞，慫恿罷課背後的政治企圖呼之欲出。
同場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則踢
爆對方詭計，提醒學生越是有人刻意「送高
帽」就越要小心，家長更不要中計讓子女自
行決定罷課。
「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昨日出席《城

市論壇》時揚言，「公民不合作運動會一波
接一波」，又指如果中央政府不回應港人的
訴求和繼續保持強硬的姿態，不排除會發動
更大規模的所謂「公民抗命」行動。

竟讚學生頂住壓力罷課值得欣賞
劉貳龍還特別提到，中學生有獨立思
考，可因應情況自由選擇是否參與相關行
動，他否認外界指「學民思潮」強迫中學
生參與罷課，但同時又刻意大讚在面對家
庭和社會壓力下仍堅持參與罷課的學生值

得欣賞，政治企圖不言而喻。

黃均瑜：罷課是破壞學校常規
同場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

是前中學校長，他反對中學生罷課，認為
罷課是破壞學校常規，故「一日都嫌
多」。他又踢爆「學民思潮」刻意標榜中
學生「有獨立思考」以自決是否參加政治
行動，言論很值得深思，「越有人講『獨
立思考』，畀高帽你戴，越要小心！……
『獨立思考』能力與決定正確和錯誤無
關。」他又語重心長提醒家長，有責任照
顧未成年子女，別讓「獨立思考」被當作
借口，任由子女自行決定罷課。他又指，
如果家長同意子女罷課，就應陪同子女出
席罷課活動，以免年青人被利用。
黃均瑜又批評「佔中三人組」「一把年

紀，老謀深算，知所進退」，故鼓動所謂
「公民覺醒行動」時，口口聲聲表示持
「不鼓勵，不拒絕」的態度，但現實是年
青人做事不會想到後果，期望「佔中」發
起人可以真正關心和保護年輕人。「佔中
三人組」之一的陳健民則聲稱，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沒有設年限，也沒有
檢討的時間表，可以視為「終極」決定。

他又揚言，政治一日都嫌太長，希望政府
重啟「政改五步曲」。

何漢權：「一人一票」是歷史「轉捩點」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表示，廣州和

上海等省長和市長亦非由一人一票選出，如
果香港能夠邁向普選，即使是篩選的「一人
一票」，亦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香港
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政改應該根據本
土情況和歷史演進，循序漸進地達致民主，
屆時內地省市也可仿效借鏡。
出席論壇的風采中學中五級學生古同學

質疑，「學民思潮」難以確保參與罷課的

學生是否為了逃避學習或者只是抱從眾的
心態。面對學生質疑，劉貳龍繼續「死
撐」指，罷課只是一天，並非無限期，對
學業影響有限。

「佔中」罷課「掘頭路」市民促「放過學生」
同屬風采中學的伍同學亦認為，未成年

的中學生心智尚未成熟，面對家長反對和
高中課程緊迫的壓力，未必有時間參與罷
課，希望了解如何從其他渠道表達政治意
見。另有在場人士質疑「佔中」和罷課是
「掘頭路」，並不會取得成效，要求反對
派「放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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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余先生。 梁祖彝 攝 ■趙同學。 梁祖彝 攝■家長陳女士。 梁祖彝 攝 ■強同學。 周子優 攝

■黃均瑜(橙衣)在《城市論壇》上提醒家長，別讓子女以
「獨立思考」為由，任由他們自行決定罷課。 劉國權 攝

■何漢權表示，「一人一
票」是一個歷史的「轉捩
點」。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約520名來
自各大專院校的學者及教職員，昨日簽署聲
明，聲稱支援學聯發起的罷課行動，又稱人大
常委會對香港普選所作的決定，讓「不民主」
的提名委員會操控未來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
權，嚴重限制不同政見人士參選行政長官的機
會，認為北京「背棄民主治港的承諾，令人失
望及憤慨」。他們又聲言，將會組織教師支援
罷課學生，暫時有670名學者願意在罷課期間
出席集會講課云云。
有份參與聯署的學者，包括中大學者蔡子強、
周保松和馬嶽、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和城大講
師張楚勇等。這批學者及教職員同時成立民主發
展關注組，揚言希望推動民主化的研究和普及，
透過不同領域學者，爭取真正的民主普選。

520大專學者教職員聲言支援罷課

「學民」「送高帽」慫恿罷課遭踢爆

■李德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