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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這次到北京去，準備了明隊和暗隊，實行了兩
手策略，明隊招引了大批中外記者隨同採訪，周永康
公然說，有記者作為保護，認為不會被拘捕。很明
顯，周永康帶齊了各種政治標語，就是要在北京進行
「政治示威」，「衝擊禁區」，還準備實行苦肉計，
以為可以坐牢，為延續「佔中」打氣。他的幕後老闆
黎智英公開說出了他們的圖謀：「被捕坐牢更好，可
以動員幾十萬人上街。」

學聯意圖製造苦肉計
另外一個暗隊，就是要暗中抵達北京，裡應外合，合

作演出街頭鬧劇，要造成國際頭條，矛頭直指中央政

府；讓在澳洲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峰會上，美國總統
奧巴馬可以借題發揮，攻擊中國。結果，中央早就看穿
了學聯和外部勢力的互相勾結，損害國家主權，註銷了
他們的回鄉證。學聯「闖京騷」徹底失敗了。

周永康出發前，高調對記者說，這次到北京找中國
領導人，就是要和中央算賬。算甚麼賬？學聯發表了
「學聯致李克強總理書」，公開要「人大應撤回8月31
日對香港普選問題的決議，重新啟動香港政治改革的
討論」。這種做法，完全是違憲的。

學聯在公開信中，「譴責」「中英談判之中，北京
始終拒絕港人參與」，企圖為英國人在中英談判中的
「三腳凳」翻案。又歪曲事實詆毀中央，卻絕口不提

1990年人大頒布的香港基本法，裡面詳細列出了香港
民主的進程和有關普選的規定，也絕口不提香港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和附件一的規定。學聯的公開信，提出
了兩個「算賬」，要求中央「兌現中英談判時對香港
民主的承諾，也兌現中國共產黨建政時對廣大中國人
民的民主承諾。」這兩個所謂「算賬」，第一個，是
要推翻香港基本法；第二個，是要推翻中國憲法，推
翻社會主義制度。

美英勢力在這一次政改爭論上，全力干預中國內部事
務。從美國總統到英國首相，都說要支持香港的反對派
爭取民主，其實就是反對按照香港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
定辦事，要按照所謂「國際標準」另搞一套，完全違反
了香港是中國一個地方政權的法律地位。當學聯的「公
民提名」方案透過小圈子提出來後，香港所有反對派政
黨都綑綁在一起。眾所周知，這一次「佔中」，幕後有
外部勢力的操縱，美國代理人黎智英正是具體的「黑
金」供應者和策劃者，學聯是一個具體的發動工具。學
聯的立場和角色，中央早就清楚。

周永康是徹頭徹尾的「港獨」分子
學聯的核心周永康是一個「港獨」分子，早就同台

獨的「太陽花運動」學生搞手互相勾結，協調行動，
並且向「台獨」學生領袖取經，學習暴力佔領。周永
康利用主持港大刊物《學苑》之機，在校園內鼓吹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港獨」論述。當學聯9月
28 日，在金鐘發起「佔中」時，主席台的標語就是
「自主」，和彭定康最後一個施政報告，強調「英國
人撤出香港，但英國的政治影響不會撤出香港」，
「港人會為自主而奮鬥」不謀而合。

香港的民主，是由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是中央政
府賦予的。學聯和周永康挑戰香港基本法，挑戰中央
政府，挑戰香港已經回歸的事實，企圖開歷史倒車，
要發動所謂「民族自決」，違反了歷史潮流，違反了
十三億人民的意志，是必然失敗的。

在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改作出決定之
後，有「台獨」團體隨即舉辦了所謂「台灣公民團體
聲援香港抗爭」座談會，並通過連線邀請周永康發
言。他在發言中就直指，「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
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
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
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去。」
周永康又對BBC表示，他仍會「努力爭取修改(香港)
基本法以及通過公投法」，「因為沒有公投法，逢事
都得由北京去決定，那香港又何來高度自治呢？」圖
窮匕現，這說明周永康最終目的，就是配合國際勢
力，在香港實行爭取獨立的「公投」。他說的「公投
法」就是台灣民進黨的「公投」，與「台獨」殊途同
歸。

高天問

學聯反中「闖京騷」徹底失敗 周永康已經走上不歸路
學聯周永康等人上周六闖京徹底失敗，在登記上機之前，就已經因註銷失去了回鄉證。因

為學聯這次「闖京」行動帶有鮮明的反中、反香港基本法性質。周永康對BBC表示，他仍

會「努力爭取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及通過公投法」，「因為沒有公投法，逢事都得由北京去

決定，那香港又何來高度自治呢？」圖窮匕現，這說明周永康最終的目的，就是配合國際勢

力，在香港實行爭取獨立的「公投」。他所謂「修改(香港)基本法」，其實就是要推翻香港

基本法。周永康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他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挑戰中國憲制，企圖製造國

土分裂，在香港製造動亂，還想把「顏色革命」的火焰引向內地，衝擊內地制度。所以，註

銷他的回鄉證，完全是按照出入境法辦事，周永康闖京失敗，是依法治國之必然。

近日各間大學的畢業典禮，幾乎都
成為了個別學生表演「行為藝術」的
舞台，他們為了表達其所謂政見，不
惜在莊嚴的典禮上，在幾百名大學教
師、畢業同學及家長面前上演一場又
一場的拙劣表演：在領取畢業證書時
打開黃雨傘、拒絕向主禮嘉賓致意、

甚至舉出不禮貌手勢，在會堂上放肆高歌等。
在上周六，浸會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時，又有約十名
浸大學生於奏起國歌期間，在台下舉起黃雨傘並背向
典禮台，其後更有畢業生撐着黃傘，上台準備接受畢
業證書，但遭校長陳新滋拒絕頒授。陳更一度宣布暫

停典禮，並向嘉賓道歉，強調畢業禮屬莊嚴儀式，台
上不應出現干擾典禮的事，呼籲學生「自重」。陳新
滋的發言振聾發聵，揚清激濁，獲得出席者熱烈的掌
聲響應，也得到社會輿論的喝彩。大學校長就應該有
學界領袖的風骨，敢於發出公義之聲，捍衛大學尊
嚴，保障社會核心價值，說一些學生不中聽的話。如
果人人都愛惜羽毛，明哲保身，大學還如何向學生傳
道、授業、解惑？
大學是思想自由的地方，學生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和訴求並沒有問題，也大可在合適的地方表達，但
這不代表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大學畢業典禮是一
個莊嚴場合，畢業學生終於完成學位，都想通過畢

業典禮與家人分享喜悅。但一些學生卻騎劫這個場
合來作政治宣示，這是不尊重所有出席者，更是辱
人自辱，令一個畢業典禮變成一場鬧劇，教其他學
生及家長情何以堪？阻止他們破壞典禮，與言論自
由無關，而是關係大學有否捍衛自身尊嚴，告訴學
生甚麼是「自重」、甚麼是禮貌的勇氣。可惜的
是，直到浸大的陳新滋校長，外界才聽到大學祭酒
撥亂反正的黃鐘之聲。
固然，大學校長對學生的愛護毋庸置疑，否則也不

會多番到「佔領區」探望或勸學生返校。但身為師
長，單是愛護是不夠的，還要教他們明辨是非，明白
到以破壞法治、犧牲他人利益、損害社會的行徑去爭
取所謂普選，其實只是少數人的暴政，是一種不公義
的行徑。個別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的醜態，正暴露其反
民主本質。對此，大學師長理所當然要直斥其非，將
他們導入正途，而不是一味的支持鼓勵，縱然博取到

學生的一時掌聲，但是否真正為學生着想呢？他們愛
護的是自己的名聲還是社會的利益呢？
《世說新語．言語》記載了一個「好好先生」的故
事，說司馬德操「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
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
死，答曰：『大好。』妻子責之曰：『人以君有德，
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
之言，亦大好。』」故事諷刺一些人唯唯諾諾，不分
是非曲直，到處討好但求相安無事。現時香港正處於
上升與沉淪的關口，這些「好好先生」卻走出來，堆
出笑臉，到處討好，各打五十，不問是非，對公然犯
法的學生高度評價，意圖製造開明形象，這對於解決
事件有何好處？香港並不需要「好好先生」，需要的
是真正敢於發聲，敢於與黑暗對抗，敢於堅持自己信
念的人，就如陳新滋校長般。否則民望再高，再愛惜
羽毛，也成不了孔雀。

大學校長就是要激濁揚清而非明哲保身 卓 偉

■責任編輯：朗 民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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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都會舉行年度漢字評選，民建聯
由2012年起首次舉辦香港「年度漢字」
評選活動，至今已屆三年。今年評審委
員會繼續由學者、文化界、作家及民建
聯代表等人士組成，從政治、經濟、社
會、民生等各方面考慮後，提名了10個
候選漢字，包括「穩」、「憂」、
「法」、「愛」、「讓」、「望」、
「義」、「禮」、「亂」、「危」，這
些候選漢字「有喜又有憂」，相信一定
程度反映了市民對來年的看法和感受。
評審認為，「亂」字帶出「佔中」事

件對社會運作和市民生活造成混亂和損
失，也窒礙香港的發展，令人「憂」
心。社會愈紛亂，愈顯出「穩」的可
貴，港人應保持臨「危」不亂，冷靜找
出解決辦法。市民在討論社會議題時，
不應對立，應互相尊重和守「禮」，
「讓」步協商。香港能穩定發展，市民
利益得以保障，願「望」能夠實現，有
賴大家和平守「法」、尊重「法」律、
維護「法」治，「博愛之為仁，行而宜
之謂『義』」，大家建立和諧關係，發
揚互助互「愛」精神。

增毛筆書法賽作前期宣傳
「2015年度漢字」將於11月下旬開始

接受投票，市民可以透過互聯網或填寫
投票表格，選出代表自己心聲和感受的
漢字，得票最多的漢字，將成為2015年
度漢字，結果將於2015年1月份公布。
本年更增設毛筆書法比賽作前期宣傳，
分為小學組、中學組和公開組。兩項活
動均設豐富獎品，查詢可致電3582 1114
余先生。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10
候
選
年
度
漢
字
「
有
喜
有
憂
」
見
民
心

唐唐囑內地大學生「惜學」獻力祖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日有學界人士關注

現今香港大學生缺乏國家情懷。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日
前接受江蘇一所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與內地大學生
分享時表示，大學生有個人理想也要懂得融入國家發展
大業，寄語大學生要珍惜學習機會，在前人知識基礎上
繼往開來，為個人為國家謀利益。

返無錫接受江大名譽博士
唐英年昨日在個人微博中透露，前日和家人返回家鄉

江蘇無錫，接受國家重點大學江南大學向他頒贈名譽博
士學位，並在典禮上向學生發表演講。唐英年指出，國
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把個人夢想跟中國夢結合起來。
唐英年說，年輕人擁有理想目標是個人成長和成功關

鍵，但更重要是要把實現個人理想融入國家發展和民族

繁榮的大業中，同時需有能力一步步實現。此外，光有
知識並不足夠，大學階段還需學習做事和學會做人，作
為大學生更應珍惜學習機遇，為實現理想和目標、踏上
工作崗位打好基礎。
唐英年又認為，大學生應處理好繼承傳統與突破創新

的關係。他以自己在2002年剛擔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
的經驗為例，提到當時留意到移動電訊領域將是整個電
訊業最重要的突破，於是開始研究劃分頻譜的工作，引
入業內競爭，讓消費者從服務素質和收費中同時得益。
他表示，香港信息產業此後得到長足發展，當時他因

應電信業新情況提出新規管思維，發揮了政府有限資源
的最大效益。他強調，繼承傳統是突破創新的基礎和條
件，寄語大學生不僅要學習前人的知識，更要思考發
展，探索新方向。

■唐英年獲內地江南大學頒贈名譽博士時表示，大學
生有個人理想也要懂得融入國家發展大業中。

張建宗昨出席一個場合時指出，社會
福利金與綜援的調整的最新數字，

要待兩周後才有，屆時會落實加幅並將
建議提交財委會，冀可在下月19日的會
議上通過，否則便不能於2月1日開始發
放，並在農曆新年之前將錢發放到受眾
手上，「我們說的是110萬人受惠，其
中逾80萬是長者，這對基層市民來說是
很大的幫助，因為通脹、追上物價，說
的都是生計。」

籲反對派以大眾福祉為依歸
張建宗再次呼籲立法會的拉布議員要
以市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盡可能盡快

去處理，「很多議題其實已在一些事務
委員會討論過，到財委會亦不是第一
次，已經過重重的審議。」他指出，財
委會其實是一個程序，議員當然有責任
去提問，但要實事求是，不要為拖時
間、為阻礙政府的議程而提問，不要
「拉布」。他又重申，財委會的進度亦
影響涉及70萬基層市民的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

強調追補差額非拉布藉口
他表示，若然因為拉布而未能在2月1

日向受助人發放新的津貼金額。當局亦
會追補差額，並在4月份補回，但強調

這並非議員拉布的藉口，「不要因為政
府會有追溯而忽略其急切性，這個看法
是完全錯誤，亦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議題均重要 不能先論勞福
對於為何不將有關議題抽前討論，張
建宗明確指出，當局的立場十分清楚，
每一個議題都重要，並不能單單因為勞
工福利而先行討論，一定要以市民的福
祉為依歸，「如果議員是不認同政府政
策的話，可以投票反對去處理問題，一
次過『撇撇脫脫』解決，而不是靠拉
布，否則受害的始終是市民。」

「堆爐」討論宜適可而止
他又舉例指出，「三堆一爐」議題已

討論了一段時間，認為應適可而止，對
有爭議的議題，完成提問後就應該真的
投票，從而處理其他較少爭議的民生議
題。至於社會福利金與綜援的調整能否
在預期的時間內落實，張建宗坦言「要
看議員決定如何去做」。
另一方面，張建宗指香港面對人口老

年齡化及人力萎縮的挑戰，人口政策督
導委員會正就未來人口政策部署作全面
規劃，包括加大力度提供並支援幼兒託
管服務，令婦女有更多誘因去生育；亦
會想辦法平衡家庭與工作，將於明年1
月的施政報告內有所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根據社援物價指數最新變動

率，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等受助人有望於明年2月

起獲加4.2%津貼；綜援的租金津貼則有望加6%，最終加幅有待

落實，但仍要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一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昨日促請拉布議員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盡快表決。他又指

出，當局追補差額的做法並非議員拉布的藉口。

■張建宗表示，促請拉布議員以市民的
福祉為依歸，盡快表決議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