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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副校長人選將於月底揭盅，昨
日《南華早報》引述負責遴選的委員
會成員、港大心理學系講座教授區潔
芳的回應指，早前有報道港大方面已
推薦陳文敏為副校長的消息，並不正
確，有關委員會已會見所有候選人，
但未有最終決定。有關消息立即令陳

文敏的心涼了半截。
巧合的是，在報道出街後，下午突然出現了一個所
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教職員、校友及友好」的聯

署，對陳文敏百般評功擺好，肉麻地表示「感謝及讚
賞陳文敏對港大和法律學院的忠誠卓越之貢獻，及對
他和作為香港法治其中一塊重要基石的港大法律學
院，在維護香港優良的法治傳統及多年來為香港的法
律界作育英才付出的努力，給予肯定。」據稱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郭榮鏗、陳文敏的「得力下屬」張達明已
經簽署，並且大力呼籲有關人士簽署，支持陳文敏云
云。
這個聯署內容令人失笑，首先聯署的不少是陳文敏

前下屬，多年來受其照料，如果將來他真的高升港大

負責人事的副校長，更加得罪不得，參加聯署不足為
奇。至於連所謂友好也計算在內，更是濫竽充數，撒
豆成兵。再看聯署內容，一味的吹捧陳文敏「功
勞」，但對於其任內法律學院管理烏煙瘴氣、違規接
受「黑金捐款」、縱容下屬「佔中」等「功績」，卻
不置一辭；更將政府大增法律學院撥款令學院的競爭
力大增，當成是陳文敏的一大政績，更是貪天之功，
不值一提。
說穿了，這個聯署不過是陳文敏的「勸進團」，為

陳文敏角逐副校長一職製造輿論。這種小丑行徑不禁
令人想起袁世凱的「勸進鬧劇」。袁世凱當上總統之
後，為了滿足稱帝野心，在他的授意下，由楊度等社
會名流聯名發起了為袁世凱復辟稱帝造勢的「籌安
會」。為了討得袁世凱歡心，「勸進」花樣不斷翻

新，各種「高招」層出不窮，不但大肆吹噓袁世凱的
功績，感謝他對中國的「忠誠卓越之貢獻」，並且導
演了大量「勸進鬧劇」，包括成立了一支清一色由乞
丐組成的「勸進請願團」，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搖旗吶
喊，一個勁兒地呼籲「袁皇帝」登基。及後又有人組
建了一支由清一色的青樓女子組成的「妓女勸進請願
團」，上街遊行時，個個褻衣褻褲，爭透春光，比
「乞丐團」更勝一籌，成為時人笑柄。
這些「勸進鬧劇」最終令袁世凱走上了不歸路。
想不到的是，在今日的香港，在本港最高學府之
中，竟然再出現這種「勸進鬧劇」，有人為了一己
的野心和政治目的，不斷製造「勸進」輿論，為陳
文敏坐上副校長大效犬馬之勞，實在令人有不知今
夕何夕之感。

陳文敏的「勸進鬧劇」醜態百出 卓 偉

■責任編輯：朗 民 2015年2月11日（星期三）

周日所謂「光復屯門」行動，是「極端本土派」組
織的一次大集結，除了「官司等身」的「熱血公民」
創辦人黃洋達，為免再惹官非借故缺席之外，所有
「極端本土派」頭頭都空群而出，計有「學生前線」
鄭錦滿、「 驅蝗行動」發起人梁金成金金大師，也有
「熱血公民」的二號人物鄭松泰。他更成為整場狙擊
行動的總指揮，在場發施號令，指揮憤青指罵挑釁旅
客，包圍商店尤其是「死對頭」「人民力量」金主蕭

若元的藥房。在鄭松泰的「領導」之下，幾百名憤青
狀若瘋虎般四處搗亂，及後鄭松泰更指示憤青衝擊屯
門時代廣場，導致現場大混亂，有警員更被憤青拳打
腳踢，多名憤青因此被捕。至於一直在後面指揮的鄭
松泰則借亂逃走，避過再被拘捕的命運。

為「熱血公民」在理大招兵買馬
當日四處搗亂的憤青，有網民廢青，也有不少是大

學生，特別是理工大學的大學生。原因是鄭松泰本身
就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有學生早已
指他在課堂上不斷散播所謂「勇武抗爭」以至「港
獨」思想，在他的「教導」之下，不少理大學生都成
為了「熱血公民」的骨幹成員，成為暴力衝擊的先
鋒。而鄭松泰也仗着為「熱血公民」招兵買馬的「功
勞」，成為了黃洋達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在黃洋達不
在之時，「熱血公民」所有的行動都是由他指揮，他
更得到「教主」黃毓民的歡心，邀請他共同主持網台
節目，大有扶持他做接班人之勢。

思想偏激 熱衷違法暴力衝擊
然而，鄭松泰不是黃洋達，也不是黃毓民。他是理

工大學的受薪職員。在北京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之後，
就一直在理大教書。但他卻一邊領取公帑，一邊利用
教師身份大搞政治，將課堂當作政治宣傳平台。他的
思想偏激，曾指「打死不要入副學士！」、「《同根
生》是殺人不見血的法西斯處境劇」。在「佔中」期
間，他更撰文辱罵香港父母是豬，只顧自私自利搵
食，沒肩負保衛香港的責任，而要子女替其埋單云
云，他更滅絕人性地要子女與父母斷絕關係，終生不
相往來。有教育界人士當時狠批其言論分化社會，破

壞家庭，絕不應是大學講師之所為。
他的惡行並不只言論，更加走在違法衝擊的最前

線，多次指揮「熱血公民」的暴力衝擊，在去年更因
策劃違法衝擊而被警方拘捕，說明他根本就是一名極
端政客，政治才是他的主業，至於教書不過是方便為
「熱血公民」吸納成員而已。理大是由公帑支持營
運，其教職員也屬於公職人員，理應受到公務員守則
以至社會輿論監察。現在理大卻出現了一名屢次發動
違法衝擊的「激進教師」，更多次因犯法被捕，嚴重
影響教學及理大聲譽。理大校方對此卻不聞不問，又
或是擔心被反對派指責而故意不置一辭，這又是否保
障學生利益的應有之舉？

不過，鄭松泰可能也不在意手上教職，原因是黃毓民
已多次揚言下屆立法會不再參選，屆時九龍東西兩席，
一席是黃洋達，另一席就留給鄭松泰。所以，近年才要
不斷讓鄭松泰曝光，指揮行動，就是要為他積累政治資
本，在下屆選舉打出激進旗幟搶奪激進票源，讓「熱
血公民」能夠擁有兩個立法會議席，將「人民力量」
比下去。所以，鄭松泰其實早有「青雲路」，手上教
席怎可能及得上一個尊貴的立法會議席？難怪他近年愈
走愈激，愈益肆無忌憚，但理大是否就這樣任他為所欲
為？校方有責任給外界一個說法。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周日多個「極端本土派」組織，包括「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屯門人屯門
事」、「學生前線」等發動狙擊內地旅客和商店行動，最終引發嚴重衝突，其中10人已被
控非法集結及襲警等罪提堂，更有一名理工大學二年級學生李兆昭涉嫌襲警被捕。值得留意
的是，當日指揮行動的「熱血公民」第二號人物鄭松泰，本身就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專任導師。他有何學術成就外界不得而知，但他最為人熟悉的就是經常發表偏激言論，並率
領一班「熱血公民」到處發動暴力衝擊，由「佔中」到狙擊內地旅客，都可以見到他的身
影，他更因此惹上不少官非。對於這樣一個犯案纍纍、熱衷政治多於教書的「激進教師」，
理大校方是否聽之任之，讓他繼續在校園內為「熱血公民」招兵買馬，令更多理大學生前途
盡毀呢？外界傳鄭松泰將於下年參選立法會選舉，既然如此，他不如乾脆辭職全身投身政
治，好過誤人子弟浪費公帑。

鄭松泰身為理大教師竟發動違法衝擊 校方豈能坐視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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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新春後公布
立會增訪客檢查 馮

煒
光
面
書﹁舌
戰﹂
普
選
殺
手

消息指，特首及各高官將缺
席民主黨今年的黨慶晚會，以
免為「鴿黨」鼓吹的「公投」
造勢， 「鴿黨」一眾人等即紛

紛質疑特首「小器」。前民主黨中委、現任
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昨日在面書
（facebook）與民主黨舌戰，強調今屆政府
堅守原則，全心全意落實普選，「但似乎有
人堅持要做普選殺手，扼殺港人普選夢，奈
何！」

批鴿黨黨慶「政治篩選」味濃
民主黨中委黎敬瑋昨日在其面書引述有線

新聞有關「梁振英與一眾官員將會杯葛民主
黨黨慶」的報道，並留言稱：「事實係：梁
振英不獲邀請出席民主黨黨慶。」馮煒光隨
即留言，批評民主黨是次黨慶「政治篩選」
氣息濃厚。

他寫道：「卿姐（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說全
體官員都請，就是不請特首、（發展局長）陳
茂波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這個安排，政
治篩選氣息濃厚，不像一般社交慶典。」

黎敬瑋其後留言「解釋」，稱「民主黨曾
公開叫梁振英、陳茂波及吳克儉下台，所以
沒有邀請他們，質疑是否要上綱上線到『政
治篩選』」。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則補充留
言稱，民主黨去年黨慶也是同樣狀況，但當
時也有高官出席。

痛心有人圖扼殺港普選夢
馮煒光緊接回應指，「我只是痛心我有份

創立的政黨，會予人小器的錯覺。」有網民
留言「我也是痛心我有份的政府，會予人小
器的錯覺」，又向馮煒光查詢是否梁振英
「拉隊」阻止政府官員出席黨慶。馮煒光回
應，「本屆政府氣度恢宏，堅守原則，全心

全意，落實普選，但似乎有人堅持要做普選殺手，扼
殺港人普選夢，奈何！」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稱自己不
適宜評論特首及高官缺席民主黨黨慶一事，也不知道
政府決定背後的原因，「（特區）政府也不會徵詢我
的意見。」他強調，立法會內不同黨派的活動，包括
黨慶、議員辦事處開幕等若邀請他出席，只要時間許
可都會出席，故他會應邀出席民主黨黨慶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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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行管會閉門會議後表示，
他們在會上討論到顧問公司提出，加強立法會大

樓保安措施的建議。行管會決定先行諮詢全體議員的意
見，預計諮詢工作可於農曆新年後完成，並於3月底落
實新的安排，他們現階段不會透露加強保安措施的細
節，以免引起太多揣測。

倡仿政總設3米圍欄
據悉，顧問公司研究過立法會大樓目前設施後，建議

仿效政府總部，在大樓外加設3米高圍欄，及增加約
100名保安員，並改善其薪酬待遇，同時加強對訪客的
保安檢查，妥善處理人流管制等。

曾鈺成又指，有為數不少的議員反映，今屆立法會會
期經常要連續兩、三日開會，翌晨9時又要繼續開會，
成為「新常態」，對議員處理其他工作「造成比較大的
影響」，故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早前已通過將每周三的立
法會大會完結時間提前至晚上8時。

曾鈺成：記者室「加時」至午夜
不過，他指出，倘有特別會議，如由今日開始一連三

天的施政報告辯論，為確保議員有充分機會發言，會議
時間將維持到晚上10時半才結束。同時，行管會也決
定延長立會記者室的開放時間至深夜12時正，或會議
結束後兩小時，以較遲時間為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去年「佔
領」期間，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公器私用，招呼
多名「佔領」頭目及數以百計的「佔領」示威
者進入立法會大樓，有激進示威者更暴力衝擊
大樓，造成破壞。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
決定接受顧問公司提出的保安建議，包括加強
對訪客的保安檢查，並諮詢70名全體議員意
見，估計農曆年假後完成再向外界公布細節，
並最快於3月底落實新安排。

送馬迎羊，「香港明天更好
基金」趁農曆新年將至，基金
顧問委員會主席鄭家純昨日宴
請基金成員，感謝大家一直以
來的鼎力支持。基金執行委員

會主席陳啟宗其後聯同其他成員與傳
媒茶叙。

陳啟宗感謝基金行政總裁鄧淑德，
在去年領導秘書處同事，推展了訪美
團、研討會，以及就施政報告及政制
發展表達意見等工作。他並代表基金
向公眾提早拜年，祝羊年百業興旺、
市民身心康泰、社會繁榮昌盛。

■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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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更好基金」拜早年

區選倡增候選人資助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年底舉行，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提交文件，建議由今年的選舉
開始，提高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資助
額至每票14元，區議會的選舉開支限
額也提高近1萬元。
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向立法
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指，根
據最新估計，香港的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在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間上升了
17.3%，故建議區議會候選人的資助
金應由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每名候選

人可獲每票12元，提升至每票14元，
每名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上限額則由
2011年的53,800元增加至63,107元。

現難料對財政影響
當局建議，有關的新安排應適用於

今年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不
過 ，當局現階段難以準確估計有關
建議會對政府帶來多少財政影響，因
候選人能夠獲得多少資助金，完全取
決於候選人的數目、每位候選人的得
票數目、候選人申報的選舉開支等數
據。

EQ促公開古董象牙商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有保育團

體的研究指出，平均每日有96隻大象被非
法獵殺而獲取象牙，即每15分鐘就有1隻
大象被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EQ）昨日指出，香港經常出現非法象牙
與合法象牙混合出售的情況發生，令非法
獵殺大象的情況惡化。她要求特區政府公
開古董象牙貿易商名單予公眾監督，並研
究立法禁止本地象牙買賣。她又透露，正
游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聯署，在下月全國
「兩會」期間聯署提出保護非洲大象的提
案。
保育團體「大象保護組織」的研究指
出，2010年至2012年間，約有10萬隻大象
被非法獵殺而獲取象牙，目前平均每日有
96隻大象被殺。葛珮帆於去年9月期間應多
個保育團體邀請到非洲實地視察，了解非
法獵殺大象的問題，當時見到不少大象被
殺，「令人心碎」，倘情況持續，有可能
令野生大象在不久的將來絕種。

她昨日會見記者時引述「野生救援」的
數字指出，1989年香港頒布象牙禁令時，
象牙庫存量逾 665噸，該些庫存量應於
2005年前用完。然而，庫存量到2013年底
仍有117.1噸，估計與商戶將非法象牙及合
法象牙混合出售有關。
葛珮帆續說，至2013年底，香港共有

447個象牙許可證持有者，但政府指因私隱
及象牙製品價格高昂而拒絕公開持有者的
身份，令民間無從監察。她要求政府公開
古董象牙貿易商名單予公眾監督、收緊發
牌制度、加強查牌執法及研究立法禁止本
地象牙買賣。

游說港區人代兩會提案護象
由於中國佔全球象牙銷售量多達70%，

葛珮帆正游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3月人大
會議上作出保護非洲大象的提案，現已得
到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支持，包括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譚惠珠。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昨日舉辦茶叙昨日舉辦茶叙。。 李自明李自明 攝攝
■■葛珮帆要求特區政府公開古董象葛珮帆要求特區政府公開古董象
牙貿易商名單予公眾監督及研究立牙貿易商名單予公眾監督及研究立
法禁止本地象牙買賣法禁止本地象牙買賣。。 鮑旻珊鮑旻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