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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引梁啟超詩批評撐傘生
為堅守大學莊嚴 校長「獻身甘作萬矢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時下部分年輕畢業生恣意
將自我無限放大，無視畢業典禮的莊嚴及其他出席賓
客，於台上舉起黃傘，將典禮化成展示個人政見的「做
騷」舞台，更因此而引發衝突。其中中文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前日舉行的畢業典禮，便有出席家長不值學生所為
要求其「收遮」，最終演化成兩批不同意見者口角及推
撞打架。
中大專院前日下午於中大校園舉行高級文憑課程畢業

禮，其間台下有數名畢業生舉起黃傘，亦有學生撐起傘
上台作政治表態。有關行為對典禮構成干擾，引起在場
人士不滿，有家長出言要求學生「收遮」，隨後有支持
學生者與該家長激烈口角，最終更引來其他人士加入演
化成衝突，出現推撞打架及爆粗對罵場面，其時台上主
持亦有呼籲要尊重場合，有關情況被人拍下並上載互聯
網，而事後衝突雙方都由學院職員帶離會場。

中大專院畢業禮擔遮釀打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浸會大學昨日舉行最後一天的畢業

禮，小部分畢業生仍不理會莊嚴的儀式，及校長陳新滋早前「自重」

的忠告，繼續在典禮台上舉傘「表演」個人的政治立場。陳新滋強調

大學政治中立，無意干涉同學意見，但畢業殿堂神聖不可侵犯，而有

關學生「舉傘行來行去」明顯是不尊重儀式，強調「如果連對大學殿

堂不尊重，我們的教育無得做」。就部分學生的不滿，陳新滋引用清

末學者梁啟超詩句「獻身甘作萬矢的」及「十年以後當思我」回應，

指為了堅守大學的莊嚴，縱使今日受到不少批評也甘心獻身，並相信

學生在10年後回想，會明白校方並無做錯。

浸會大學一連幾日舉行畢業典禮，但在典禮前，
浸大學生會竟然煽動畢業生撐着黃色雨傘上台；有
學生更在台上向校長陳新滋跪下遞交黃色雨傘，陳
新滋收下雨傘放在一旁，但拒絕頒發證書及並無與
學生握手。陳新滋在致辭時直指，「大學會堂神聖
不可侵犯，不允許拿傘或氣球上台。」陳新滋校長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指出，大學一定要保持政治中
立，認為學生亦要對學術表示出尊重，強調並非拒
頒證書，只是要求學生先將黃傘放下，「如果今次
畀學生出雨傘，下次佢哋攞支旗上嚟揮舞仲得
掂？」陳新滋校長挺身而出，指出學生行為不莊
重，干擾了畢業典禮的氣氛，影響了其他同學和家
長的情緒，使莊嚴的畢業典禮成為了少數人作政治
表演的場地。陳新滋校長是當前教育界一片姑息主
義濁流中的清流。

一系列錯誤教育政策造成
學生在畢業典禮做騷的風氣現已蔓延至專上學院，

日前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行高級文憑課程畢業典
禮，多名畢業生上台時又再舉起黃傘，台下有觀禮人
士不滿學生所為，出言反對，與另一批支持學生的觀
禮人士大打出手。這使得莊嚴的畢業禮，成為了衝突
和暴力的場所，掃了大家的興。事實上，每一次畢業
典禮，舉着黃傘的畢業生並不多，但是，對絕大多同
學和觀禮者以及主持典禮的嘉賓，卻是極不尊重。他
們看到了畢業生對校長的不尊重，感到整個典禮好像
小丑表現一樣，完全失去了畢業典禮的意義。

大學生在畢業典禮侮辱主禮嘉賓，向主禮嘉賓倒豎
拇指，雙手打交叉，用屁股向着嘉賓，甚至在典禮中
站立起來大聲喧嘩、呼叫、唱歌，擾亂秩序，都是非

常無禮粗俗的行為。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侮辱主禮嘉
賓，實際上是侮辱了自己，說明了他們雖已受過大學
教育，但是不懂得什麼叫做道德修養，不懂得禮貌，
不懂得規矩，不懂得尊重別人，不懂得怎樣做一個合
格的公民。他們的道德和品行非常差劣，喜歡怎樣做
就怎樣做，完全沒有紀律。

為什麼大學出現了這種局面？這在於陳方安生擔任政
務司長期間，香港的教育政策尤其是大學政策出現了一
連串失誤。首先，大學大量收容了反對「一國兩制」的
政治人物，讓他們利用政府資源，為學生「洗腦」。另
外，在回歸之初，推行了目的不明的「教育改革」，提
倡批判性。結果，在教師隊伍經過英國人管治時期的精
心篩選，在教協主導了大批教師的情況下，這種提倡
「批判性」，很快被利用作為批判「一國兩制」，批判
香港基本法，批判特區政府的思想武器，造成了大水沖
倒龍王廟的奇怪現象。終於，大學的教授成為了「佔
中」發起人；大學的捐款系統成為了「黑金」流入大學
支援「佔中」的渠道；大學的場地成為了「佔領」活動
的物資支援貨倉；大學的學生，被欺騙和引導到中環上
「公民課」和「佔領課」。

浸大學生會扭曲聖賢仁義
大學的學生會經費，得到了政府巨額補貼。但是，

學生會的刊物，大量提倡「港人自決」、「港人自主
命運」、「香港普選，香港決定」的言論，完全排斥

了中央主權，排斥香港基本法有關政改的規定。浸會
大學學生會更加發表批判校長的公開信，批判校長不
應該呼籲學生「自重」。公開信更加不知羞恥地引用
了南宋文天祥於獄中的絕筆：「讀聖賢書，所為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云云。文天祥的仁義，
就是要維護國家社稷的安全，不為侵略者做事。但
是，參與「佔中」的學生會卻提倡「反對中央政
府」，配合外部勢力在香港搞「港獨」，美其名為
「港人命運自決」。這是對中國聖賢和知識分子核心
價值的顛覆和歪曲。

孔子將「智仁勇」稱為「三達德」，又將「仁義
禮」組成一個系統。仁以愛人為核心；義以尊賢為核
心，做事裁斷合宜，合乎人倫法度；禮就是對仁和義
的具體規定。義，首先就是尊師重道。學生會居然批
判校長教導學生要知道怎樣為之禮貌，怎樣謂之自
重，這首先就違反了義。禮，就是要遵守法制和憲
制，不做越軌的事情；禮，就是尊重別人，以禮待人
約束自己，不做破壞社會秩序的事情。浸大學生會的
公開信，恰恰是打着仁義的招牌，幹盡了踐踏仁義的
事，煽動學生侮辱主禮嘉賓。浸大學生會大談校訓
「篤信力行」，大談「禮儀法綱」，實際上是煽動學
生「欺師滅法」，不行仁、義、禮。他們好像「文化
大革命」時的紅衛兵，他們的大批判，恰恰是來自
「教育改革」的批判精神，幕後的大學教師起了主導
的作用。這正是深層次的亂源所在。

高天問

大學畢業生不知禮儀莊重為何物 誰之過？
大學畢業生如果不希罕畢業證書，大可拒絕領取，但卻沒有理由干擾、破壞畢業典禮，這

種不知禮儀莊重為何物的行為，辱人辱己，令人失望。培養一個大學生，政府的補貼高達

150萬元到350萬元，但居然有大學畢業生的行為舉止粗俗無禮。這說明了香港的大學，教

書不教人，忽略了道德和品格的教育。當中問題在於，有一些大學校長對於這種歪風和邪

氣，對於這種不文明的行為，採取了忍讓、妥協的態度，有校長居然不分黑白是非，公然讚

揚這種侮辱別人、破壞畢業典禮的行為甚至放縱，懦弱得像一隻鵪鶉。這樣的校長，是很難

引導大學生走向修身、齊家、治國，對社會和國家作出承擔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動
持續逾50日，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表示，隨
日子過去，反對「佔領」的主流民意越來越清晰，
「佔領」者必須考慮廣大市民要求撤離馬路的強烈訴
求。對於學聯日前因回鄉證被註銷未能上京表達政改
意見，范徐麗泰認為，每個國家都有權不准任何人入
境或進入某地區，學聯所做事情全不合法，目前仍然
霸佔街道，她不認為中央有與學聯對話的理由。

主流民意反「佔」應撤
范徐麗泰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中向傳媒表示，現時
大部分港人最希望「佔領」者盡快從一些主要幹道撤
離，不再影響市民生活，主流民意傾向十分清晰。她
說，日子一天天過去，近日一些民意調查已顯示，支
持「佔領」的市民越來越少，這值得一些發起「佔

領」者和正在「佔領」者考慮。
學聯日前聲稱要上京表達政改意見，但抵達香港

機場時始獲航空公司告知回鄉證已被註銷，未能成
行。范徐麗泰指出，香港很多人也想見中央官員，
他們沒有做違法的事也未必有機會。而學聯所做的
事情全不合法，中央官員與其會面的機會當然很微。
她說，特區政府目前未對「佔領」行動採取任何措
施，不代表未來沒有行動，而學聯明知不合法仍繼
續霸佔街道，她不認為中央還要繼續與他們展開甚
麼對話，這也是她拒絕為學聯安排上京的原因。她
沒有正面回應日後是否仍有對話機會，只謂特區政
府未來會開展第二輪政改諮詢，如學聯成員仍是守
法公民的話，屆時將是另外一個局面。
對於註銷學聯成員回鄉證不能入境內地一事，范
徐麗泰相信是中央的決定。不過她同時指出，同類

事情過往在一些立法會議員身上亦發生過，學聯的
情況並非首次，不認為事件是特別針對學聯。她更
打趣說，「現在的結果某程度上說是好事，因為不
用浪費機票。」

任何國家有權拒入境
反對派指回鄉證突被註銷並不合理，范徐麗泰強

調，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不准任何人入境或進入某地
區，是否需要解釋，由有關政府自行決定，她不會代
為解釋。對有人聲言因回鄉證一事不想做中國人，范
徐麗泰提到，如果一個人無根，將難再做其他事情，
反問如果有人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可以認自己是
甚麼人。她續說，如果只認自己是香港人，香港也是
中國一部分，企圖以「香港人」自居以否定中國人身
份不合邏輯；如果自認是外國人，那就視乎哪個國家
願意收留他們。
她批評有記者指目前有十多萬人的回鄉證被「無

故」註銷的說法並無根據，認為提出有關問題的人應
提出事實，不應主觀臆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浸大校長陳新滋堅守原
則，拒絕有學生在畢業典禮「搞破壞」，要求他們收回「道
具」始頒發證書，獲不少出席儀式的同學和家長支持。有家
長批評，撐傘學生不尊重場合，搗亂典禮秩序，極端且無必
要；又指學生早知道典禮規矩，仍然堅持藉舉傘表達個人政
見，又稱不會領取儀式用的證書，認為如果他們有本事，就
不要接受真正的畢業證書。有同場的畢業生也認為，不應該
在畢業典禮作政治表態，以免影響同場立場不同的人，

倘各拿錘棍恐淪「無政府狀態」
對有浸大生堅持於畢業禮台上舉傘，出席昨日典禮的家長

陳先生批評有關人等搗亂典禮秩序，極端且無必要。他指，
學生道德操守有問題在先，校長已經勸喻學生收回傘子，但學
生仍不理會，態度目中無人，校長不予頒證書是正確做法。他
指出，「如果每個學生都這樣，說要民主，說要自由；你拿傘
子（上台），他拿錘子，他拿木棍，還有甚麼秩序？這樣叫
『無政府狀態』！」
陳先生又表示，校方早已宣布典禮規矩，台上舉傘者將不

獲頒儀式用的證書，但個別學生仍堅持在大批典禮賓客前舉
傘表達政見，認為如他們有本事，就不要接受正式的畢業證
書，繼續表達他們的訴求。
就浸大學生會在前日的公開信形容陳新滋拒頒證書予舉傘

學生是「罔顧師生之情」，陳先生認為，學生應遵守學校規
則，而校長按規矩辦事，舉傘生卻用自己的方法干擾典禮，
反問學生「有沒有照顧校長之情？是誰破壞先，沒理由反過
來說！」他又指陳新滋早前呼籲學生不要「佔中」，「但你
照樣去，你一樣『罔顧師生之情』啦！ 」他又質疑學生會
公開呼籲畢業生繼續對抗加入舉傘，其實是害了同學。
馮小姐昨以賓客身份出席朋友兒子於浸大的畢業禮，她指

其間有人在台上舉傘，對此感意外，覺得他們不尊重場合。
她說：「我坐在前面，沒想過這樣。畢業禮就不要搞政治，
這裡是學校，他們始終是學生。」

同學批學生會稱無須尊重校長偏激
昨出席典禮的傳理系畢業生李同學認為，同學不應該在畢

業典禮作政治表態，原因是典禮尚有其他人參與，有人支
持、不支持或者中立，撐傘表達己見會影響別人；她表示，家人亦不喜歡
學生撐傘的做法，指其不尊重場合，有失學生身份。對學生會稱毋須尊重
校長陳新滋，她認為有關說法偏激，強調在校長的角度有自己的立場要兼
顧，雙方應互相尊重。
浸大英文系畢業生鄭同學認為，掛黃絲帶已可傳遞訊息，撐傘更高

調，難免有人會覺得受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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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署挺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大校長陳新滋堅持畢業典禮的莊
嚴，希望糾正少數學生的不端行為及忠告他們要自重，惟事後卻
反遭到部分政治立場鮮明「唯我獨尊」的浸大生群起攻訐。署名
「一群普通浸大校友」的浸大校友昨發表聯署公開信，支持陳新
滋做法，直指有關學生將畢業典禮視作個人「表演舞台」的行為
「幼稚無理，實在令我們浸大人蒙羞」，呼籲他們尊重其他在場
人士的權益。
公開信表明支持言論自由，但強調畢業典禮應該是莊嚴肅穆
的，堅信那不是表達政治立場的場合，促請有關學生尊重母校、
尊重其他出席人士的權益及他人的感受。有關浸大校友亦對舉傘
的學生表明「請不要在畢業典禮上表演，因為她不是你的舞
台」，呼籲他們要「聽聽校長的忠告，因為人必自重然後人重
之」。
聯署公開信的浸大校友又讚揚校方維持畢業典禮莊嚴的努力，

強調「你們（舉傘畢業生）的行為也絕不代表我們」，並指會全
力聲援陳新滋校長糾正部分同學的不端行為，及他「請同學們自
重」的呼籲。有份發起聯署的校友透露，他們仍在收集更多校友
簽名，以支持校方立場。

■有學生故意向陳新滋下跪，遞上黃傘。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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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接連多所大學畢業禮都有人於
上台時舉傘「表演」個人政見，

惟普遍院校都多予以容讓。而上周末浸
大其中一場畢業禮，有學生不理校方事
前勸告，堅持上台舉傘，校長陳新滋促
請其收回，最終學生未獲頒證書便下
台，陳新滋後來暫停典禮並忠告同學應
自重，贏得不少掌聲。

冥頑生續做騷 跪地遞傘
至昨畢業禮繼續，小部分畢業生繼續各
式「表演」，除台上舉傘外，亦有人跪下
向陳新滋遞出一把黃色雨傘，他們最終未
獲頒「儀式用」的證書便下台，亦無與陳
握手。後來下午最後一場的典禮，參與者
包括較成熟的哲學碩士、博士畢業生，及
榮譽博士得主，則未有再出現舉傘場面。
而在典禮結束後，約20名浸大學生在會場
門外等候，趁陳新滋及嘉賓離開舉起黃傘
並高叫口號表不滿。
陳新滋在典禮後會見傳媒，強調大學
不參與政治，校方不是要反對「舉傘」
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而是有關行為不應
出現在莊嚴的畢業典禮場合，不希望開
先例，「在我看來，一個莊嚴的地方，
現在撐傘，明天拿旗揮動，如果你是八
旗子弟，拿八支旗來，怎麼辦？」而大
學殿堂神聖不可侵犯，撐傘行為明顯不
尊重儀式。他又表示，昨日只有少數同
學在典禮舉傘，認為如同學有崇高理想

和偉大抱負，並在不影響他人情況表達
意見是值得欣賞，但「拿傘行來行去區
別好大，一看就知道。戴黃絲帶表達理
念，大家都看到，但不會影響別人。撐
傘為了甚麼？現在又不是落雨，這是好
簡單的道理，同學想清楚就知道」。

指學生放低傘 未拎證書便走
而就有學生未獲頒證書，陳新滋表示
當時是要求舉傘者先放下，「後來放低
傘準備頒，他們便走了。其實將傘子給
我之後，我完全樂意頒。但撐傘，跟
我在那場合，似乎不好看。」
而在畢業禮致辭時，陳新滋特別引

用了梁啟超《自勵》詩句，指其中
「獻身甘作萬矢的」是他的做人標
準，形容自己甘為堅守大學殿堂莊嚴
抵住批評，「我們要爭取任何公義的
時候，也不怕別人的攻擊，所以『獻
身甘作萬矢的』，就是一萬支箭射過
來，我也會擋住。」而「十年以後當
思我」一句，則是希望學生10年以後
就應該知道，今天他所做的並沒有做
錯。
浸大今年畢業禮多次引起風波，早前

該校榮譽博士學位的其中一個人選南太
集團創辦人顧明均，便因被現今大學生
不尊重畢業禮，部分人更恣意向不同意
見人士喝倒彩而被嚇怕，拒絕接受有關
榮譽。

范太：學聯違法無可能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