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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早前在立法會上
「立此存照」，表示他「反對香港獨
立」，意圖與「港獨」勢力劃清界
線，以免得失廣大中間選民，在之後
的兩場選舉中兵敗如山倒。聽話聽
音，聽鼓聽聲。梁家傑所謂「立此存
照」，並不是代表公民黨，而是僅代
表他自己，即是說他自己「反對香港

獨立」，並不代表公民黨都不支持「港獨」，而其黨
友兼公民黨主席陳家洛就隨即作出了表態。
他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大爆自己不時在課堂上
問學生：「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
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你們身上。」國

旗是國家主權的體現，陳家洛終日妄想五星紅旗不再
在香港升起，意思昭然若揭，就是將推翻中央對香港
的管治權，要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王國」，屆時香
港懸掛的就是「港獨」分子的「龍獅旗」，而不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言為心聲，陳家洛念茲在
茲令五星紅旗不再升起，這是明火執仗的宣傳「港
獨」。
而且，他還自稱經常在課堂上問學生這條問題，要

他們想想有天醒來不見五星紅旗，要學生承擔歷史
「重擔」。試想，學生考慮到學業成績壓力，夠膽直
斥陳家洛嗎？肯定不敢，相反為了獲得好成績，甚至
要迎陳家洛所好，要每日思考如何令五星紅旗不再升
起，甚至投入「反中反共」勢力，成為「佔領」行動

中的衝擊棋子。陳家洛利用教師身份在校園內宣傳
「港獨」思想，與《學苑》的行徑是如出一轍，就是
將所謂民主運動變成推翻中央的奪權行動，最終只會
導致生靈塗炭，將香港引入死局。
陳家洛的「港獨」思想其來有自，他是「顏色革
命」專家，妻子是波蘭人，他加入公民黨之時，正值
美國開始在本港大力策動「顏色革命」。《現代國際
關係》在2008年11月一篇名為《美國介入香港「一國
兩制」的現狀與趨勢》的文章，就以確鑿證據，指出
美國如何支持香港「顏色革命」，包括由「美國國家
民主基金會」通過香港「人權監察」撥給各個反對派
組織行動經費。美國撥出資金，當然要挑選「顏色革
命」專才推行，於是陳家洛便成為了美國銳意培養的
人選。美國駐港總領事於2009年12月向華府上報的電
文中，提到李柱銘、陳方安生、黎智英、李鵬飛及陳
日君等反對派大佬，正游說余若薇支持公民黨參與

「五區公投」，當中令公民黨由觀望變為全力支持
「公投」的關鍵，就是時任秘書長的陳家洛，成功游
說到余若薇和吳靄儀，而吳靄儀再游說梁家傑，最終
為美國人立了大功。
近年，美國人苦心進入校園培訓「佔中」骨幹，
陳家洛更肩負在校園內吸納激進分子的重任，負責
動員學生執行「顏色革命」，為令「五星紅旗不再
在香港升起」效犬馬之勞。這說明陳家洛是反對派
最極端的「港獨」政客，也暴露了「佔中」與「港
獨」是一丘之貉。所有立法會議員在就職前都要宣
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基本法第一條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現在陳家洛之流的行為明
顯有違誓言、有虧職守，這樣的人還有資格擔當立
法會議員嗎？

陳家洛妄想五星紅旗不再升起說明甚麼？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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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社會都看到港大法律系成為了「佔
中」指揮部；學生會的倉庫成為了「佔中」物資的後
勤部；港大民調成為了為「佔中」偽造民意的機構。
為了逃避追究戴耀廷「黑金捐款」的責任，港大管理
層更對戴耀廷「放一馬」，「密」「黑金捐款」風
波，表示捐款無問題不會追究，更不會炒其魷魚，甚
至批准他可以休假半年，不用教書，只需要專注關於
「法治與法律文化」的研究工作就可以，讓戴耀廷可
以「潛水」避一避風頭。

放過戴耀廷縱容《學苑》為哪般？
港大是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所大學，認同愛國

愛港，鼓勵學生為中華民族的振興作出貢獻，對國家

承擔責任，是天經地義的。作為校長的馬斐森，對於
《學苑》的「港獨」文章不作任何表示，反而說「勿
搞意識形態」，抗拒大學校監的關注。

馬斐森把「青少年學生愛國」當作「不應該提倡」
的事情，以所謂「搞意識形態」唬人，這種論調是無
法過關的。馬斐森是英國人，他應該知道英國的教育
制度，相當重視國民教育，培養愛國主義情懷。事實
上，這種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國際社會慣例，美國的學
校要學生每天都唱國歌，要背誦美國憲法，美國亞利
桑那州日前更通過新例，規定未來高中生必須通過
「公民考試」才能畢業，以加強公民教育，創下全美
首例。另外18個州據報亦正研究仿效，其中亞拉巴馬
州估計很快便會通過類似法案。

美國要求新移民進行「公民考試」，內容包括美
國憲法、歷史、政府組織架構，是外國人申請入籍
美國時必須應考的重要項目，目的是所有國民都要
為國家效忠，維護美國的主權和安全。為什麼美國
的大學，不會如馬斐森般鼓勵學生們成為世界公
民，而只要做一個美國公民？為什麼美國不認為這
是意識形態搞政治，妨礙了大學的學術自由？所
以，馬斐森作為港大校長，說出這樣的話，是違背
了國際潮流的。

馬斐森在文章中，說香港大學與內地建立夥伴關係
（partnerships），是本港大學未來的關鍵，整個西方世
界都知道與中國維持正面關係，是策略計劃的重要部
分。他說港大會繼續扮演中國內地的橋頭堡角色。
然而，港大如果以搞「港獨」和「佔中」鬧出了名
堂，港大學生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有資格成為
中國公民嗎？這樣的大學，還算是為中國培養人才
嗎？港大校長為「港獨」打開了保護傘，還可以和內
地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嗎？

不容港大成為「獨立王國」
馬斐森連港大的辦學宗旨和定位也弄不懂，糊裡糊

塗，或者是故意裝糊塗。港大的官方網站和學校手冊
的顯著位置，均刊載了大學及機構的「願景與使命」
聲明：「香港大學的辦學定位是成為一所綜合性的、

以研究為導向的、具有國際地
位的大學。」港大將其「願
景」表述為：「躋立國際優等
學府之首列，標領亞洲，懷抱
中華，曠眼世界。教學科研，是必竭心悉力，交流廣
益。期勉於精上求精，開新啟昧，薈萃天下英才，教
以成美，樹人淑世，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甚麼叫做明德？就是要培養有道德修養，對國家民
族有承擔的學生，難道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對國家
沒有責任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沒有認識，還大搞分
裂，無法無天，破壞社會秩序，癱瘓香港經濟，踐踏
香港市民的權利，對外國殖民統治者無限依戀，就是
明德？

校務委員會找來了馬斐森，完全排除了中國的學者擔
任校長，難道是以專業水平取人？以德取人？兩樣都不
是。他們希望的是要建立一堵牆，防止特區政府按照香
港法律和規章制度監督港大，讓港大成為一個「獨立王
國」，繼續成為英國勢力的一個頑固政治堡壘。最近一
個時期，立法會的反對派，紛紛出面，圍繞港大的鼓吹
「港獨」文章保駕護航，就是要保衛港大包庇「佔中」
搞手的路線，保衛英國人的政治堡壘。讓馬斐森堂而皇
之宣傳他的「評論港獨是意識形態表現」的謬論，不允
許行政長官評論港大的「港獨」文章，讓這個校務委員
會控制的「獨立王國」局面永遠保存下去。

港大校長馬斐森豈能包庇《學苑》鼓吹「港獨」？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日前在《南華早報》撰文評論施政報告，指非常歡迎特首梁振英持續

與增加關注青年，但卻千方百計迴避了施政報告指出的《學苑》文章問題，反而說「應該由
常識與實用主義推動，不應由政治意識形態推動。」梁振英既是特首，也是港大校監，他關
注港大出現煽動「港獨」的文章，並且呼籲社會關心這個問題是天經地義。但作為校長的馬
斐森卻在文章中表達了抗拒態度，竟然說「香港大學生應該成為世界公民，而不是中國公
民。」指梁振英提到了關注「港獨」的文章，是意識形態的表現，這是明目張膽的包庇「港
獨」，擺出姑息養奸的態度。這一連串事件說明，港大管理層不但包庇違法「佔中」，更包
庇「港獨」歪風，令港大聲譽蒙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
青年政策成為近期城中熱話。由
全國政協副主席、首屆香港特首
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亦
「掌機遇」，邀請內地首富、阿
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於2月初訪
港，就青年創業問題發表演說，
為該基金活動「打響頭炮」。
團結香港基金宣布，為啟發青

年創新及創業精神，把握科技發
展帶來的機遇，將邀請阿里巴巴
集團主席兼基金會顧問馬雲於2
月2日晚來港發表題為《馬雲與
青年有約：從夢想到成功創業》
的演說。這是該基金在去年成立
以來，首次舉辦的活動。
團結香港基金創辦人兼主席董

建華指出，香港政府一直積極推
動創意產業，並致力培育創業文
化，基金會支持這個理念，故邀
請馬雲來港，與年輕人分享其成
功創業的歷程及經驗，鼓勵抱有
夢想的年輕人，勇於面對挑戰，
開闢及發展美好未來。
另外，董建華今日亦會以前

特首的身份在前任行政長官辦
公室會見傳媒，談論現屆特首
梁振英剛發表的施政報告。這
將是首次有前特首就施政報告
召開記者會作出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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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新聞處昨日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
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於22日（周四）至24
日訪問福建，與福建省副省長鄭曉松共同
主持第一次閩港合作會議，並訪問福州、
泉州及廈門三地，了解當地的最新發展。
新聞處消息說，特首梁振英於去年1月

率團訪問福建，與福建省委書記尤權會
面，雙方同意加強閩港合作關係。其後，
兩地政府就合作模式和範疇跟進討論，並
同意成立閩港合作會議，分別由政務司司
長與福建省人民政府分管港澳和商務事務
的副省長領導。

將晤福建泉州廈門領導
代表團會於22日在福州出席第一次閩港

合作會議。閩港雙方將在合作會議中，討
論加強經貿和金融方面的合作。訪問期
間，代表團亦會與福建省、泉州市和廈門
市領導會面，並參觀當地企業。在福建期
間，代表團將與在當地工作、經商和就學
的香港人會面，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張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以
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
代表團將於24日下午由廈門返抵香港。

在代表團離港期間，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將署理政務司司長職務，而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將署理局長職務。

曾德成：參制服團隊宣誓很平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連嘉妮）香港青少年軍

總會日前成立，着重培養青年自信心、責任感、自律性
及團隊精神，卻被反對派扭曲成「洗腦教育」。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強調，加入制服團隊時進行宣誓，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認為有任何「洗腦」色彩。加
上駐港解放軍部隊利用軍營和有關設施，培訓年輕人鍛
煉體能、學習紀律和培養德育等工作，已經維持了數年
的時間，不認同駐港部隊是插手本港的事務，又或者其
職能有任何改變。
曾德成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被傳媒追問香港青少

年軍總會成立的問題時指出，就算是童軍和其他的制服團
隊都有宣誓儀式，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曾德成又說，
團隊成員主要來自早前曾參與軍事夏令營的青少年所組
成，並非如反對派所形容般「神秘」。至於駐港部隊提供
訓練設施，主要讓青少年能夠鍛煉體能、學習紀律，和提
供德育的培訓，已經有數年的日子，是一件很好的事，亦
不覺得駐港部隊的職能有甚麼的變化。
至於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會否向當局提出申請撥款，曾德
成指，直到目前為止，民政事務局還未收到撥款的申請，
若稍後收到申請，當局會認真考慮。

李慧琼：中國人報效祖國合理
此外，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昨日歡迎香
港青少年軍總會的成立，認為這個新制服團體可以讓青少
年和家長有多一個選擇，而該會也可以讓青少年體驗軍訓
生活及培養紀律。
她強調作為中國人，在宣誓誓詞上包括報效祖國並無甚

麼不妥，是合情合理的事，也不是「洗腦」，相信大家都
會接受為國家民族做事，並指家長可以選擇是否讓子女參
與該會活動。
她又不希望社會都將所有事情都聯繫到政治，亦不認為
該會有甚麼政治目的。被問到根據公安條例，香港禁止成
立半軍事組織，她相信該會不會違法。

梁振英昨日在第八屆亞洲金融論壇上致開幕辭。他表示，有
信心香港憑着「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保持全球

領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兩制』使香港從亞洲或內地
的金融中心中脫穎而出；『一國』令香港成為國家的離岸人民
幣中心。」

「滬港通」證港角色吃香
梁振英強調，香港作為內地與全球市場的「超級聯繫人」的獨

特角色，有利國家及香港的發展，並指剛於去年11月開通的「滬
港通」就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例子，認為「滬港通」不
但有助鞏固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亦能提供更多機會予內
地的投資者。他說：「『滬港通』有助內地逐步開放資本帳，並
提供新的投資渠道予希望在內地經濟迅速發展下獲利的國際投資
者。計劃亦加強了香港與上海股票市場的合作，擴大資金來源及
提升兩地的競爭力。隨着國家推出更多經濟改革措施，我相信香
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定會進一步加強。」

吸全球人才增抗禦能力

對於全球經濟，他相信在內地繼續開放改革，及預期毗鄰的
新興國家會錄得經濟增長的情況下，亞洲會繼續展現亮麗的前
景，令經濟持續發展。他又強調香港會加強發展基礎建設及人
才資源、簡化手續，以吸引及留住全球來港的企業及人才，香
港也會與亞洲的經濟夥伴建立更強的聯繫，並會增強對外來不
明朗因素的抗禦能力。
亞洲金融論壇由特區政府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今屆以

「亞洲：轉變中持續翱翔」為主題。提供高層次的討論平台予
逾2,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財金商界領袖，共同發掘轉變中的
亞洲及全球的投資機遇。今日的論壇包括以「香港——亞洲首
屈一指的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為題的專題早餐會、專題午餐
會、項目配對環節，以及有關「滬港通」、人民幣國際化、互
聯網金融、東盟發展和新絲綢之路等不同議題的專題工作坊。

梁
振
英
：
鞏固「超級聯繫人」
「一國兩制」雙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包括金融在內的各範疇發展均有目共睹。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兩制」使香港從亞洲或內

地的金融中心中脫穎而出，「一國」令香港能成為

國家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雙重優勢有助保持香港作

為全球領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他又指「滬港

通」不但有助鞏固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亦

能提供更多機會予內地投資者，相信隨着國家推出

更多經濟改革措施，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會

進一步加強。

鼓勵中投借港「出海」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特首辦與訪港的中國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中投）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丁學東會
面。梁振英指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離岸人民
幣業務的發展，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已發
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融資與資產管
理中心，而「滬港通」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首要
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他續說香港享有
「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鼓勵中投利用香
港發展國際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特首梁振英特首梁振英、、財政司司長曾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俊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與其他嘉賓合照陳家強與其他嘉賓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