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簡 旼 2014年12月28日（星期日）

政界：「三個有利於」鋪平普選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前日在北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述
職，獲領導人充分肯定，習主席更就香港政制發展提出
了「三個有利於」。政界指出，梁振英工作表現值得表
揚，而習主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為未來特首普選
路提供了清晰而明確的方向，並提醒部分人不要再搞
「公投」、「港獨」等違法行為。

葉國謙：特首處理「佔」得宜抵讚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他相信習近平及李克強兩位國家領導
人，在會見梁振英時高度肯定了他及特區政府的表現，
是因為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堅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並處理好「佔領」行動。
他讚揚梁振英過去一年根據香港情況處理了不少民

生問題，如房屋、貧窮等問題，工作用心又進取，國家
領導人的肯定，對梁振英未來施政打下了「強心針」。
葉國謙指出，梁振英近兩日已明確表明，唯一「真
普選」是根據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希
望香港社會不要再堅持所謂「國際標準」、「公民提

名」，否則2017年普選特首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王國興：CY經得起考驗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梁振英是經得起考

驗的特首，雖然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梁振英
仍可好好處理「佔領」行動。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對特區工作的高度評價，肯定了梁振英及特
區政府在穩定香港局勢及發展經濟兩大方面的成果。
他並強調，習主席會見梁振英時提出「三個有利

於」，是為未來普選路提供了清晰而明確的方向。他相

信特區政府不會「為政改而政改」。

梁美芬：「公投」「港獨」違法勿再搞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梁振英過去一年的

工作應值得表揚，包括以務實態度推出未來房屋計劃及
落實「滬港通」，又對「佔領」行動多次忍讓，最終能
用和平方式解決。
她續說，是次述職中，見到中央領導人非常滿意特
區政府處理「佔領」行動的手法，相信中央未來對梁振
英的施政有更大信任。
梁美芬又強調，習主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說明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需要循序漸進，希望香港社會不要再
「為反而反」，要全面觀看整件事，並提醒部分人不要再
搞「公投」、「港獨」等違法行為挑戰國家主權。

「學民」「佔」心未絕 擬校園播毒
向師生自薦入校「分享」教界籲校方拒「政治騷擾」炸彈

「學民思潮」及學聯在9月26日違法闖入特區政
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稱要特區政府撤回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其後又宣布啟
動「佔中」，並演變成極為擾民的「佔領」行動，破壞
法治，擾攘近80天始告平息。

圖為「第二次佔領」鋪墊招兵
香港市民剛鬆了一口氣，但各有成員被捕的學聯和
「學民思潮」卻稱，最快明年1月會再次「佔領」抗
爭，且「性質機動」，動員人數亦會更多。香港文匯報
發現，「學民」近日已計劃為「第二次佔領」做鋪墊工
作，試圖滲透校園。
據悉，「學民思潮」日前在其facebook張貼宣傳文
章，稱「歡迎」各校教師和學生會「邀請」「學民
思潮」代表到學校「分享」，題目包括「佔領」行
動、「公民抗命」、青少年政治參與等。有關帖文
有逾千人讚好、逾百人分享，或會再成為學界危

機。

黃均瑜：若校方准進入不適當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對

「學民」發出的「邀請」不感意外。他解釋，「『學民
思潮』作為政治團體，催谷更多中學生參與政治、走入
抗爭運動是他們的目標，所以他們這樣做並不奇怪，但
學校若真的讓他們入校，就很不適當。」
早前的「佔領」行動已顛覆校園秩序，撐「佔」學生
要罷課、要掛橫幅，不少學校只能「啞忍」處理。黃均
瑜呼籲學校應理直氣壯處理政治團體的「狼外婆式」入
校，以盡保護學生的責任，「他們（『學民』）就是一
步步地誘導學生違法，之前說罷課，後來變『佔中』，
這次也明顯是入校園『招兵買馬』。」

「學民」反對政協入校 蔡國光批雙重標準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指出，「學民思潮」此舉，難

免令學校擔心活動最終變成鼓勵學生以違法手段達到政
治目標，「所以學校要考慮如何處理有關議題，其實早
前有學校邀請人大政協到校演講，就遭到『學民思潮』
等團體的極力反對，所以按相同原則，學校也要考慮是
否讓政治團體入校宣傳。」
對於「學民思潮」以學校和學生會為宣傳對象，蔡

國光坦言，這將演變成另一個學界「炸彈」，「這種
政治騷擾和挑動，為學校的行政及管理帶來很大難
處，其實之前的『佔領』行動，已令校園多了不少政
治風波。」

陳鳳雯揶揄：多謝熱心謝絕打擾
九龍城區家教聯會會長陳鳳雯聽罷「學民思潮」發出
的「邀請」時不禁脫口而出：「唔好啦啩？」她揶揄
道：「多謝他們（『學民』）的熱心，但學生上學如此
忙碌，希望『謝絕打擾』。」
她坦言，「他們（『學民』）的看法已經在媒體上講

過無數次了，我不知道他們入校還會有何新的資訊帶給
學生。」她更擔心，有關活動最終會鼓動了更多年輕人
作出違法舉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佔領」行動剛剛平息，「學民思潮」卻死心不息，計
劃到校園「分享」違法「佔領」行動的心得。該組織近日向學校宣傳，「歡迎」各校教師和
學生會「邀請『學民思潮』代表到貴校分享」，試圖為「第二次佔領」做鋪墊工作。有教育
界人士昨日批評，這類「政治騷擾」無異於再向學界投炸彈，並呼籲學校要理直氣壯處理政
治團體的「狼外婆式」入校，保護學生。有家長就對「學民」計劃入校感到擔心，恐怕有更
多學生被煽動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智庫組織
「香港黃金五

十」創辦人、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
強昨日批評，「佔領」行動已令香
港法治蒙上污點，過程中有很多課
題值得反思，例如研究如何解決香
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等。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前日會見了到京述職的香港特
首梁振英，充分肯定梁振英過去一
年的工作。梁振英總結述職行程時
透露，中央領導人在會見中關注到
香港近月發生的「佔領」行動。

憂港對手趁機搶走投資者
林奮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法治是香港的「金漆招牌」，
很多人因為香港有法律保障、可確
性高，才前來投資，但「佔領」行
動已經影響香港法治，令外界質疑
香港還有沒有法治，使香港法治蒙
上污點。香港的競爭對手將把握機
會，搶走原本計劃來港的投資者。
不過，他形容，「佔領」行動也
有「正面影響」及「催化作用」：
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和他人討論，過
程中很多課題值得反思的課題，包
括研究如何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矛
盾等。他並坦言，年輕人是最受社

會政策影響的一群，但年輕人有時候過於理想
化，「『理』和『想』必須有理論及有根
據。」
林奮強坦言，發展對香港很重要，房屋也是

香港人掛心的核心問題。他的智庫做過有關劏
房的研究，揭示不少香港市民如何沒有尊嚴地
住在劏房，故發展是必要的。但他慨嘆，「發
展」過去兩年被「妖魔化」，如新界東北發展
等，但發展代表「尊嚴」，因為發展才能改善
生活。
他指出，過去兩屆特區政府較短視，未有做

好房屋規劃，「若十多年前開始多建樓，現在
就不會這樣。」現屆的梁振英政府負責地做很
多事，但累積下來的問題，加上港人在心態上
還未達到「議事論事」，或客觀地注意香港社
會發展，對全球情況也未有深入研究，令現屆
政府施政舉步維艱。

特首上任一年定貧窮線「交到貨」
林奮強坦言，「難的事情需好有承擔的人去
做。」他讚揚梁振英在上台後，很負責地做很
多事，並設下很多硬指標，如梁上任一年即訂
定貧窮線，已經是「交到貨」，因為很少政府
會為自己設下指標，「梁生好負責地做好多事
情，但亦會很辛苦。」
被問及梁振英在京述職時表示「滬港通」在

香港受歡迎，林奮強形容，落實「滬港通」是
「水到渠成」的，而「渠」已建成，未知「洪
水」何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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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煽「佔」禍首 市民促解散

官媒：學界反思「佔」恨應止

捕後兩日 女「鳩嗚」稱遭警恐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動以學
生「打頭陣」，曾煽動學生參與「罷課」的教協是罪魁
禍首之一。約30市民昨日到教協示威，譴責教協將政治
帶入校園，製作美化「佔中」的洗腦教材，更質疑教協
與「雙學」共同策劃暴力衝入政府總部行動，「推學生
入法網」。他們促請教師謹守專業，不要參與非法活
動，更要求教協解散，以免繼續誤人子弟。
約30市民昨日自發前往銅鑼灣教協示威，批評教協
「人面獸心」，將政治帶入校園荼毒學生。他們高叫
「政治歸政治，學校歸學校」、「如果有良心，勿搞學
生哥」、「煽動衝政總，被捕才知蠢」等口號，要求教
協停止向學生洗腦，灌輸「違法無罪」等錯誤觀念。

孔麗群：教衝政總 推學生入法網
行動發言人孔麗群表示，教協於9月23日，即「佔
領」發生前發聲明予全港中學，聲稱可協助學生參加9月
26日「學界罷課」，但結果當晚「雙學」突然暴力衝入
政總，成為「佔領」行動序幕。她批評教協和當晚在場
的教師，均沒有作出交代及譴責「雙學」，「間接將學
生推入法網」。
她質疑教協違反專業操守，罔顧莘莘學子的安全和學

業前途，要求教協回應有否與「雙學」共同策劃衝入政
總，並促請教師謹守專業，不要參與非法活動，亦應與
鼓吹違法者劃清界線。
孔麗群又指，教協在2013年3月推出「佔中」通識教

材，顧問及審視者竟為「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而且
教材內容偏頗，曲解法治，把「佔中」的負面影響輕輕
帶過，「洗腦課程莫過於此。」

趙子龍：誤人子弟 煽學生做炮灰
另一發言人趙子龍批評，教協禍害學生，煽動學生參
與違法行為，推學生在「佔領」行動中「打頭陣」，
「如果教協有良心，請唔好搞學生哥！……學棍搞政
治，學生做棋子！」他又要求教協解散，以免繼續誤人
子弟。

家長斥利用他人子女謀政治利益
參與是次示威的市民李女士直斥教協成員「人面獸

心」，「因為你哋誤導，有學生現時被羈留在荔枝角收
押所，有警察（因處理『佔領』）留在深切治療部，你
哋知唔知羞恥？」她又質問反對派為何不叫自己的子女
參與「佔領」，卻利用他人的子女謀取政治利益。

其後，他們要求教協會長馮偉華親身接信，又不滿教
協派出態度差劣的「低級職員」敷衍了事，一度與教協
職員發生口角，須由在場警員調停。最後，代表在教協
外宣讀聲明後再撕毀信件，「馮偉華一日唔接信，我哋
每個星期都來聲討教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鳩嗚團」自
「佔領」後幾乎每晚都到旺角滋擾居民及商
戶，多名示威者被捕。一名在周三平安夜參與
「鳩嗚」時被警方拘捕的女示威者昨日舉行記
者會，聲稱自己被捕後遭掌摑及恐嚇。不過，
她並無即時向警方投訴，更在事隔兩天的周五
才到醫院驗傷，說詞令人懷疑。
該名畢姓女「團友」昨日在記者會上聲稱自
己19歲，有參加「鳩嗚」團，在周三平安夜
「鳩嗚」期間被警方拘捕，並因涉嫌違犯法
律，未有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而被帶上警
車。
她向傳媒聲稱，她被捕後沒有反抗，但5名警

員用粗言穢語罵她，並在警車內掌摑她的臉和

耳，又拍打她的手，令她嘴角流血，耳朵和手
受傷。不過，她聲稱受到警員恐嚇，沒有即時
投訴，更到周五才到醫院驗傷和錄口供。
警方發言人昨日回應指，任何人受到不合理

對待，均可向投訴警察課投訴，並會獲得公平
公正的處理。

網民：傳媒在場採訪「被打」不可信
有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發帖，質疑該名示威者

指控的真確性。有人說，不少傳媒一直在場採
訪「鳩鳴」示威，故「被打論」不可信。多名
市民更要求該名畢姓「團友」拿出真憑實據，
否則不要說是掌摑，「指控警察曾非禮、強姦
也可以。」

旺角連續多晚都有「鳩嗚團」搞事，昨晚亦不例外。數十名示威者昨
晚再以購物之名，到旺角西洋菜街示威。他們撐起黃傘和舉起「我要真
普選」紙牌，多名警員在場戒備。至昨晚10時半左右，有示威者開始搞
事，在場警員出示黃旗，指在場者涉違法或被檢控，示威者卻「惡人先
告狀」，稱警方違國際法。 圖：彭子文 文：文森

「鳩嗚」惡人先告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日報》海外版昨
日發表文章，指香港學界傳出反思「佔中」的聲音，例
如為何教育界成了「佔中」主力、為何發起人是大學副
教授，主力是激進學生組織等。文章引述香港學者指，
「佔中」以青年為主力，社會必須正視教育下一代，想
辦法令下一代變得更好，否則香港將來可能出現極端分
子甚至「死士」，年輕人必須停止散播仇恨，不要為鬥
爭而鬥爭。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題為《香港學界反思
『佔中』》的文章。文章指，持續兩個半月的「佔中」
行動終於結束，香港學界傳出反思的聲音：「為甚麼教
育界成了『佔中』主力？為甚麼發起人是大學副教授，
主力是激進學生組織？香港學界提醒此時應該反省如何

面對『佔中』後的問題。」
文章引述城市智庫召集人洪錦鉉表示，「佔中」以青
年為主力，香港社會必須正視教育下一代，想辦法令下
一代變得更好，否則香港將來可能出現極端分子甚至
「死士」。

高家裕：從教育着手解「佔」遺禍
香港教師會副會長高家裕則指，香港要解決「佔

中」遺留的社會問題，一定要從教育着手，但預計會
面對不少阻力，並批評「佔中」打着爭取民主的旗
號，但只求一己政治目的而漠視社會其他聲音，甚至
罔顧法治，以激進行為企圖脅迫政府屈服，「這是否
真民主？」

胡少偉：反對派學生不諳民主意義
文章又引述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胡少偉說，無論反

對派或學生都不大理解民主的意義，促請他們一定要學
習如何與異見者相處，停止散播仇恨，為鬥爭而鬥爭。
他並認為，參與「佔中」的青年要求所謂「真普選」，
某種程度上是源於對「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的誤
解，不少香港人不了解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知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角色與功能，甚至不清楚香港基本法，教
育界要在這方面多做工夫。

陳卓禧：衝動難免 青年須反思
文章最後引述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指出，學

生須反思自己在「佔領」過程中是否有不當行為，「年
輕人一時衝動在所難免，最重要是之後須反思，『佔
領』、衝擊、絕食等種種激烈行為，客觀上是令事態變
好了還是變壞了，這是一定要好好考慮的。」

■教協煽風點火禍害香港，遭市民聲討。 莫雪芝 攝

■「佔領」行動才剛剛結束，「學民」又死心不息地計
劃入校宣傳「佔領」。圖為早前「佔領」行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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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光表示，「學民」
的「政治騷擾」為學校行
政及管理帶來很大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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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均瑜呼籲學校應理直
氣壯地處理政治團體的
「狼外婆式」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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