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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五十四天

近83%促停「佔」68%想即「清場」
港大民調揭市民信政府比學生組織更有誠意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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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促律師會查反對派大狀操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市民對違法「佔領」行動

忍無可忍。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有關「佔領」行

動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近83%受訪市民要求停止「佔領」，支

持繼續「佔領」的僅得13%，有 68%受訪者更贊成立即「清

場」。調查又明顯發現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比「佔領」學生更有

誠意解決目前困局，倘以0分代表「極無誠意」，10分代表「極

有誠意」，逾24%受訪者認為學生的誠意為0分。

九龍婦聯挺陳新滋「濁流中清泉」

浸大校長糾正「打傘生」克儉畀Lik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
滋日前嚴正阻止撐傘學生擾亂畢業典禮，維護典禮的莊
嚴，獲得社會各界高度讚賞。有團體昨日到浸大校園表明
支持陳新滋，讚揚他是教育界「濁流中的清泉」，能當場
指正學生錯誤。有學生則在民主牆聯署力撐校長，批評打
傘者行為幼稚和無理，「令浸大人蒙羞」，他們的行為
「不代表我」。
九龍婦女聯會近10名成員昨日下午到浸大向校方遞交信
件和一幅寫上「新彰明德，滋潤桃李」的書法，表明支持近
日校長陳新滋力勸學生自重的言論，且堅持不容許學生舉黃
傘上台領取畢業證書的做法。校方派代表接信和書法。

鄭臻：畢業禮不應作政治表態
該會會長鄭臻表示，畢業典禮是莊嚴的場合，接受過大學
教育的學生理應懂得尊重別人，不應在畢業典禮作政治表
態，極端地搗亂典禮秩序，影響其他在場人士。該會不認同香港
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指學生於畢業典禮舉傘「有創意」，而表達
訴求有很多方法，例如同學可於大學民主牆自由表達意見。
她讚揚陳新滋肯承擔，能夠當場指正學生錯誤，並向在場嘉賓

道歉，是「教育界一片姑息主義濁流中的清泉」，又指任何有良
知的人都會認同他的做法。鄭臻呼籲大學用道理讓年輕人明辨是
非，不要姑息年輕人的錯誤行為，相信這有助遏止壞風氣蔓延，
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該會主席蘇麗珍則表示，日前浸大畢業禮上，舉傘畢業生下台

後，台下隨即有家長叫對方收起傘子，反映家長不滿和憤怒，希
望舉傘學生反省。

學生聯署挺校長 批撐傘「令浸大人蒙羞」
在浸大民主牆上，有數名學生願意公開姓名及學生編號，聯署

表明支持陳新滋糾正部分學生的錯誤和維持畢業典禮的莊嚴，他
們批評舉傘學生視畢業典禮是「舞台」，行為幼稚和無理，「令
浸大人蒙羞」，他們的行為「不代表我」。
同場另有署名為「一個普通的正常人」則盲撐舉傘學生無影響

畢業典禮的莊嚴，反指陳新滋讓學生放低傘子無理，「要求陳新
滋訓導主任還我學生自主」。該匿名人士因在民主牆張貼意見的
紙張無寫上學生或職員編號和真實姓名，及超出以8張A4紙面積
的規定被指違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今年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
的畢業禮都被小部分激進學生以黃傘「騎劫」，將莊嚴的畢業典禮變
成政治表態的舞台，行徑喧賓奪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回應有
關問題時表示，畢業禮是學生、家長、老師幾年努力的見證，是很重
要、很莊重的儀式，大家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學生尊重這個過程，
亦要尊重自己。他對浸大校長陳新滋嚴正糾正「打傘同學」的做法表
示欣賞。
繼香港科技大學有學生在畢業禮上撐黃傘後，浸大有畢業生
「有樣學樣」，在畢業禮主禮台上公然「打傘」，有學生故意表
演下跪向陳新滋遞出一把黃色雨傘，結果不獲頒「儀式用證書」
便下台，亦無與陳新滋握手。陳新滋更於最後一天的畢業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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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言論獲不少家長及市民認同。
被問及有學生高調作政治表態，影響大學畢業禮進行，吳克儉

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示，大學畢業禮是學生、家長、老師幾年

努力的見證，是很重要、很莊重的儀式，大家都有很高的期望，
「在此大前提下，我覺得同學要尊重這個過程，亦要尊重自己。
我們真的不希望儀式、典禮受到任何阻礙、任何負面的影響。」
他強調，任何人都可以在自由、合法、互相尊重的情況下表達

自己的意見，他又指出其實有許多其他不同場合可以表達，建議
學生要考慮在甚麼情況下表達，並在大環境下尊重其他人的期
望。

吳：應尊重儀式自己和別人
就浸大校長陳新滋的做法，他表示欣賞，「因為他亦是尊重同
學，過程之中亦強調大原則，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希
望同學都可以多作思考，特別尊重有關儀式，尊重自己和別人，
以及作出負責任的行為。」
另外，有關大學生回鄉證無效一事，吳克儉表示，內地和香港的
過境政策、法例和規矩不一，但大部分學生或老師等其他人的通行都
很順暢，「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的建議是尊重兩地對出入境的規
則。」

■■九龍婦聯成員昨午到浸大向校方遞交信件九龍婦聯成員昨午到浸大向校方遞交信件
和書法和書法，，表明支持陳新滋表明支持陳新滋。。 馮婷芝馮婷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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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自違法
「佔中」啟動以來，一眾反對派大狀不惜
淡化相關刑責的嚴重性，不斷煽惑青年擔
當「佔領先鋒」，終令市民忍無可忍。一
名市民日前致函香港律師會執業操守部，
正式投訴公民黨余若薇與梁家傑、民主黨
李柱銘與何俊仁公然鼓吹違法煽動甚至參
與違法「佔領」，令整個律師行業蒙羞，
違反律師守則，要求跟進調查。
市民鄺小姐日前向香港律師會執業操守

部發出投訴信。她在信中指出，她從各界
媒體知悉，余若薇、李柱銘、梁家傑、何
俊仁這4名律師及大律師，身為「法律守

護者」，竟公然鼓吹煽動甚至參與違法
「佔領」街道主要樞紐區，並鼓勵示威者
犯法，公然違反禁制令，從中摧毀香港法
治、經濟、社會秩序、分化及撕裂社會，
製造各階層衝突，語言及肢體暴力事件。
她批評，這4名律師的惡行，最終是將

香港全面摧毀，「作為普通市民都清楚知
道律師應教人守法，彰顯法治精神，他們
上述行為是否已經違反律師守則？律師知
法犯法，律師會會否對其行為作出跟進及
處罰？他們已令整個律師行業蒙羞，故對
4人失德作出正式投訴，並要求律師會作
嚴正調查。」

反對派在「佔領」的50
多天來，一直為違反法治
的行為打氣，引發了暴力
衝突。香港著名導演王晶
昨日在其微博上留言，批
評「幾名同業」一直發表
不負責任的言論，滋養了
「極端激烈分子」，就像
餵食「小恐龍」，昨日
凌晨，數十名極端分子撞
毀立法會玻璃，並計劃下
一步「佔領」機場，這是
恐怖主義：「恐龍出來噬
人了。」

一批「佔鐘」者昨日凌
晨衝擊立法會，大肆破
壞，將執法者視如無物。
王晶昨日在其微博上留
言，指自己早前和一批演
藝界中人「絕交」，「我
為甚麼對幾個同業絕交？
因為我被他們不負責任，
只求多人Like（讚好）的言論激怒，
這些名人言論其實對『極端激烈分
子』是一種滋養，他們像在餵食一
些『小恐龍』。」

他指出：「『恐龍』長大了，會把
大家都吃掉。昨（前）天半夜，『恐
龍』出來噬人了。數十名『極端分
子』撞毀立法會（玻璃）外牆，他們
計劃下一步『佔領』機場，這是恐怖
主義。」

昨晚王晶又針對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稱，昨日的暴力衝擊是有人「插
贓嫁禍」的言論，狠批肥佬黎無恥。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昨日在一公開
活動後稱，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和平，
如果要爭取最多人的支持，和平、忍
讓和犧牲是要堅守的原則，故呼籲
「佔領」示威者應考慮是否用其他
「抗爭手段」，繼續爭
取訴求，減少對民生的
影響。
■記者李自明、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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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研計劃於本月17日至18日以隨機電話訪問形式，
成功訪問了513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

他們對「佔領」行動的意見。有別於以往的調查，今次
民調的題目由市民提出，再由民研計劃進行正規調查。

反「佔」過半 多支持近倍
調查發現，逾半受訪者反對「佔領」行動，比支持者
多近一倍：38.2%受訪者對「佔領」行動表示「好反
對」，「幾反對」、「一半半」者分佔 16.5%及

15.8%，支持「佔領」行動的受訪者僅27.9%。

24%人指「佔領」生解困局誠意「捧蛋」
調查結果指出，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比「佔領」學生
更有誠意解決目前困局：倘以0分代表「極無誠意」，
10分代表「極有誠意」，24.4%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的
誠意有5分，23.3%的人更認為達6分至9分，0分有
16.9%。被問到「佔領」的學生組織的誠意時，情況則
大為逆轉，選0分的高達24.6%，5分僅得17.7%。另有

19.6%受訪者認為中央政府的誠意有5分。

58.4%青年促停「佔中」
就「佔領」行動應否繼續，40.4%受訪者認為應停止

「佔領」，改用其他方式爭取訴求，有31.2%受訪者認
為「根本不應佔領」，連同其他認為應停止「佔領」的
原因，人數高達82.9%。相反，支持繼續「佔領」的受
訪者，總計只得13%，當中4.2%認為應縮細「佔領
區」。

根據進一步分析，雖然調查顯示越年輕的群組，越多
人認為應繼續「佔領」，但18歲至29歲受訪者中，支
持繼續「佔領」的只得34.6%，認為應停止「佔領」者
達58.4%。
被問到特區政府應否「清場」，68%受訪者表示贊

成，其中36.2%人支持在所有「佔領區」立即進行「清
場」，僅得25%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調查又指，
88.4%受訪者沒有參與近期「佔領」行動的集會，78%
人從未參加過「七一遊行」。

■調查指近83%受訪市民要求停止「佔領」。在昨日旺角「佔領區」，部分人
已經收拾細軟，準備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王晶批評同業滋
養「極端激烈分
子」。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