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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生拒罷課被譏「返學奴」
學生會標語向同學施壓 異見文章或遮或摺圖滅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部分大

學生聲稱要以罷課、「佔中」爭取民

主，但卻令學校成為「一言堂」。香港

浸會大學學生會和罷課委員會早前大肆

「宣傳」罷課，並製作「返學奴」標

語，譏諷上課的學生為「奴隸」，試圖

對中立學生施加壓力；有代表甚至走入

課室宣傳，行為惹起同學反感。有學生

不堪其擾，於民主牆上張貼文章抗議有

關行為，但其言論被支持陣營的學生用

其他文章遮蓋，更有人刻意摺起抗議文

章，試圖滅聲。不少學生都直言，不認

同學生會貶低不罷課的同學，更有學生

指現時氣氛下，不支持罷課一定有壓

力。

現時走進各大院校，映入眼簾的不再是光潔
的校園，而是這裡掛一幅罷課橫額，那裡

貼一張罷課「傳單」，溫和的「呼籲」學生罷
課，語氣尖酸的則寫道「咪再扮睇唔到！」激
進的甚至寫上「返學奴」三字，譏諷不罷課的
學生為「奴隸」。更有人入課室煽動罷課，結
果被學生批評阻礙課堂進行。
有學生不堪其擾，自行動手撕走這些違規張
貼的單張，也有學生張貼署名文章《我想說》
於民主牆上，內容寫道：「抗議『佔中』學生
把學校作為滿足一己之私的洩憤處，隨意到處
黏貼『街頭廣告』。同時抗議學校不及時清理
違規黏貼。」該文章又譴責支持「佔中」的教
授，鼓吹學生罷課，認為為人師表應注意言
行。

所謂「道歉信」誠意少訓話多
對於同學的不滿和抗議，浸大學生會上周五
發出「道歉信」，其中一段以「為『不合適』
的宣傳致歉」為標題，表示為「所有的冒犯致
歉」，稱自己並無惡意，而「返學奴」的標語
是希望「讓同學多出一個思考的機會」，其後
又指作為學生，「我們實在不應該放棄學習、
思考的態度去衡量每事每物的對錯。」
不過，學生會在信中卻反問同學為何不去了

解罷課學生作出如此舉動的原因，希望「更多
同學能以體諒、尊重，而非攻擊、破壞的態度
去學習、成長」。「道歉信」的立場由為失當
行為致歉，變成暗諷不罷課的學生「放棄學
習、思考」，再變成訓話同學不體諒和尊重罷
課的人。

學生：學生會回應不恰當
就有關宣傳和學生會回應，有浸大學生坦言

並不恰當。該校英文系二年級生陳同學表示，
自己有參加罷課，但認為學生會等人的行為
「有點偏激」，「同學選擇罷不罷課，有自己
的考慮，不應說選擇上課的學生就是奴隸。」
他表示，對於學生會四處張貼單張，自己認

為沒有問題，但不應「過量」，「所謂的過量
就是不應把宣傳變成『輿論戰』，去對其他學
生施加壓力。」
對於學生會的「道歉信」，陳同學亦坦言不

太有誠意，認為當中有暗諷成分，「學生會叫
不罷課的學生去了解他們為何罷課，為甚麼他
們不反過來想呢？」他表示，在目前的氣氛
下，不支持罷課的人多多少少會面對壓力，
「一些很久不見的朋友，都會問『你有沒有罷
課？』」

返學被標籤不關心社會
就讀該校社會科學系的一年級生陳同學和李

同學均表示，不認同學生會用「返學奴」去貶
低上課的同學，「雖然我明白他們是想同學關
心社會，但『返學奴』這樣的說法是有偏見
的，希望他們可用正面的方法去宣傳。」她們
指，現在於大學不支持罷課的學生一定會有些
壓力，「總有些人會覺得他們上課就等於不關
心社會。」
浸大發言人回應事件表示，希望學生彼此尊

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多
次爆出「佔中」內幕消息、自稱「民
主真兄弟」的網民，繼續奉行「陽光
政策」，向市民交代「佔中」消息。
這名網民在周二再在其網誌發表文
章，透露其實很多學生團體都認為應
該要先撤離「佔領」現場，但所謂的
「雙學」，即學聯及「學民思潮」，
其負責人周永康及黃之鋒卻「騎劫」
民意，堅持繼續「佔領」，更「擺大
哥款」，責罵不服從的夥伴是「叛
徒」。
「民主真兄弟」的文章提到，有關

消息為一名化名「阿華」的「佔中」
義工透露。消息指出，「雙學」已組
成了10人的指揮小組，當中包括學
聯秘書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
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以及「學民
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在10月9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在晚上宣布，由於學聯等團體突然宣
布發動「不合作運動」，因此暫停與
學聯對話。消息披露，該「雙學」指
揮小組進行內部會議，討論是否應該
撤離，小組內的「雙學」成員激烈地
討論，而期間周永康及岑敖暉這兩名
學聯的正副秘書長表示，「沒有想到

政府宣布取消對話這條路，莫非真要清場，怎
麼辦？」

張秀賢勸退被罵「沒骨頭」
文章又披露，在會議上，有八成以上學生團

體成員投票表示，要找個藉口盡快撤離，避免
消耗民心，因為「佔中」已令市民產生厭惡，
開始不再支持和參與。不過，一眾小組成員
中，只有周永康、黃之鋒兩名「雙學」的「話
事人」堅持不撤離，要一直「佔領」下去。張
秀賢曾勸周黃兩人要「見好就收」，但被兩人
反指責張秀賢是「叛徒」和「沒骨頭」。

學聯通過撤離卻宣布留守
另外，網上亦流傳一則「佔中日記」，一名

化名「阿娟」的學聯義工在「日記」中表示，
學聯經常開會，其中一個題目就是是否撤離，
而壓倒性意見認為要撤，但最終周永康和岑敖
暉卻在台上宣布留守。雖然內容與「民主真兄
弟」的文章不盡一致，但亦反映出「雙學」話
事人周黃兩人的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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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生指「佔領」變質難維持
特區政府雖然開始

移除道路上的障礙
物，但「佔領行動」
依然持續，學聯早前
更呼籲學生「無限期

罷課」。不過，不少大學生現時都
恢復了正常的學習生活，有人坦言
既然罷課無用，應以其他方法去尋
求對話；也有人認為現時「佔領行
動」的目標越趨模糊，令人難以支
持下去。

浸大英文系二年級生陳同學表
示，參與過罷課，到過金鐘「聲援
學生」，但坦言學聯所呼籲的「無
限期罷課」可行性不大，「始終我
們大學生不止要對社會負責，也要
對家人負責，如果我們這一代大學
生長期罷課，這樣到最後對社會也
不好。」

訴求模糊缺明確目標
他坦言，看着「佔領行動」發展

至今，由「抗爭」逐漸步向「康
樂」，感到當中的焦點越來越模

糊，「有些人去罷課，但也不
太清楚自己的訴求，在金鐘和

在旺角（「佔領區」）的訴求也可
以完全不同，有些還說要『全民制
憲』、『重寫基本法』，訴求的數
目又不斷在改，很難有個明確目標
去叫人支持，我現在也沒有再去，
也越來越多人回到校園。」

陳同學認為，面對社會因「佔領
行動」而產生的局面，示威者和政
府方面總有一方要退讓，「學生若
不想讓，就要有智囊團去規劃行
動，有更明確的目標；政府也不適
宜太強硬，否則只會令彼此難以互
信。」

罷課無用應另尋出路
浸大社會學系、參與了兩天罷課

的陳同學和李同學亦坦言，再罷課
下去沒有甚麼意思，「既然現在這
樣都不能對話，作為大學生是否可
以想想，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作溝
通？」她們認為，是次政府與學生
代表不能對話，雙方都有責任，
「整個行動中多了很多枝節，由爭
取普選，到要求特首下台，到反對
警察，我認為已經有點變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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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擬重啟與學聯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昨日再次向學聯伸出橄欖枝。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表示，特區政府與
學聯代表均希望能夠早日重啟對話之門，
在過去兩日，當局正透過一位「德高望
重」的中間人與學聯代表接觸，探討重啟
會面的可行性，日內若雙方成功取得默
契，會向外界詳細交代。

正透過「德高望重」中間人安排
譚志源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時表示，學

聯在公開信中提到，政改是對話的唯一議
題，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也希望將對
話的議題和基礎放在政改方面。由於近日
社會上有強烈聲音，希望政府與學聯的代
表可以早日重啟對話，故當局近日找了一
個「德高望重」的中間人，協助醞釀重啟
對話的安排，倘找到適當場合，相信便會
水到渠成，希望外界能夠給予多一點時間
和空間，當日內有任何進展時，便會作出
詳細的交代。
不過，譚志源強調，在政制發展的問題

上，須依照法律的基礎，即是按照香港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進行，
雖然如此，當中還能夠尋求和開拓最大的
空間，讓更多的市民可以參與。
他續說，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仍然希

望能夠爭取在本年第四季度展開第二輪的
政改諮詢工作。若不是發生了堵塞道路事
件，可能已經在上周三或昨日便開始有關
諮詢工作，現時「政改三人組」仍然積極
做好準備，與行政會議商量後，就會找出
一個適當的時間展開諮詢。

李偲嫣發動「通緝佔中二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過去兩日採取行動，
清除「佔中」示威者的障礙物。「藍絲帶運動」、「正義
聯盟」召集人李偲嫣昨日表示，十分高興當局聆聽市民訴
求，並全力支持警方清理被「佔領地區」的行動。她表
示，團體將於明日到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了解兩大學校
長如何處理過去一直煽動學生參與「佔中」的兩名學者，
即戴耀廷及陳健民，以平息民憤。

助小商戶向「佔中」索償
「藍絲帶行動」早前曾要求警方於本周二午夜前清除障
礙物和重開路面，警方近日開始採取行動。李偲嫣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清理被「佔領地區」的行
動，團體會在未來數天決定下一步行動。同時，團體現時
已收到29,000個市民簽名及逾百小商戶投訴「佔中」行動
影響民生，他們會繼續協助受「佔中」影響的商戶與市
民，循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有關損失。

李偲嫣續說，未來他們會因應「佔中」行動舉辦多個活
動發聲，包括到美國及德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表明「佔
中」者不代表香港人、港人不認為「佔中」是和平理性等
意見。他們並會帶同《時代雜誌》，表明雜誌封面上的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不是英雄」。

明赴兩大學促校長交代
團體並計劃明日發動約50人到港大與中大，了解兩大

學校長如何處理過去一直煽動學生參與「佔中」的兩名學
者，即戴耀廷及陳健民，以平息民憤，同時會在校園內通
緝「佔中」發起人，並敦促「佔中三丑」盡快履行承諾，
去警署自首，「食咗嘢，叫人去飲啲人，實在要去找
數。」
團體亦將於下周六傍晚在尖沙咀鐘樓前舉行大型集會，

屆時除慶祝「正義聯盟」成立一周年，亦會與其他組織一
同宣布下月之後行動。

為抹黑反對「佔
中」者，反對派可謂
無所不用其極。近
期，有人假借「維基
百科」的名義，指稱
「藍絲帶運動」、
「正義聯盟」召集人
李偲嫣曾從事「色情
行業」。李偲嫣昨日
聲淚俱下地批評有關
報道是中傷失實，並
沒有證據，完全是抹
黑，是要企圖打壓反
「佔中」人士。

李偲嫣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傳媒作出了相關
報道，但報道中提及的內容完全是假借「維基百
科」的名義發出的。
經她了解後，發現「維基百科」未曾出現有關內

容。自己已聯絡律師，並於昨日透過法律代表，去
信控告有關傳媒歪曲事實、中傷及誹謗她，並要求
對方承認錯誤和承擔法律責任。
她坦言，自己是「五無」人士，即無丈夫、無資

源、無金主、無後台、無政黨，而是次事件已超越
「白色恐怖」，是對她個人的中傷。她其後更按不
住激動的情緒，向傳媒哭訴：「為何要講到咁，要
話我做妓女、我媽媽做舞女，我覺得太過分……我
從來都不在別人面前流一滴眼淚，但若果傷害到兒
子和家人時，我依然繼續我的工作，不會低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被屈曾涉淫 哭訴遭抹黑

■有學生於校內民主牆貼文抗議罷課，但被人刻意摺起「滅聲」。 甘瑜 攝

■稱曾參與
罷課的陳同
學認為，浸
大學生會不
應把宣傳變
成 「 輿 論
戰」。

甘瑜 攝

■陳同學和
李同學均批
評，浸大學
生會不應以
「返學奴」
來抹黑正常
上 課 的 同
學。

甘瑜 攝

■■浸大學生會於校內貼滿煽動性標語浸大學生會於校內貼滿煽動性標語，，
試圖對中立同學施壓試圖對中立同學施壓。。 甘瑜甘瑜 攝攝

■譚志源 資料圖片

■李偲嫣昨聲淚俱下批評反
對派傳媒抹黑。 黃偉邦 攝

■李偲嫣等昨表示，高興當局聆聽市民訴求，並全力支持警方清理被「佔領地區」的行動。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