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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指鹿為馬煽「港獨」挨批
稱「退聯」是為「告別中國」教界批滿口歪理

鄉議局譴責「港獨」如「玩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期頻頻以政
改、水貨客等問題鼓吹「港獨」。新界鄉議局昨日舉行
新春團拜，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在致辭時批評，最近有人
罔顧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散播「港獨」言論和思潮，
此等行徑無異於「玩火」，將港人福祉作賭注，參與一
場必輸無疑的博弈，後果堪虞，鄉議局對此予以最強烈
的譴責。他又呼籲拒絕被剝奪普選特首權利的港人，應
該站出來表達心聲，不要做「沉默的羔羊」。

梁振英張曉明林武等赴鄉局團拜
原定於今年大年初七（25日）舉行的鄉議局新春團
拜，因與今年財政預算案公布日「撞期」，團拜遂延至
昨日舉行。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
副主任林武，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等主禮。多名特區政府問責局
長、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等逾千名社會各界人士出席。
劉皇發在致辭時表示，今年是香港政制發展至為關鍵的
一年，目前距離實現普選特首僅是「一步之遙」，「只要向
前踏上一步，就可以達至嚮往多時的目標；反之，一旦錯失
這次機會，香港何時能夠落實普選，將是渺茫不可知。」
他續說，新界人是香港最先實行選舉的族群，他們肯
定選舉的價值和作用，更重視和珍惜穩定和諧的環境，
「因為沒有穩定和諧的環境，一切都會變得不實在，也
失去發展的基礎。」

依人大決定推普選務實
劉皇發重申，鄉議局堅決支持2017年普選特首的安

排，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倘不以此為據，那麼快將
願望成真的普選只會變成空中樓閣，「只有遵守人大『8
．31』決定，才是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務實做法。」
劉皇發強調，2017年特首普選並非終極方案，日後可
調整改善普選制度，重申「只有『袋住先』，才可以
『食住上』」，希望香港社會不要固步自封。

對危害社會事不袖手旁觀
鄉議局更強烈反對有激進者策劃「佔領」脅迫政府的
行動，表明該局不會對危害社會穩定的事情袖手旁觀，

「非法活動不單衝擊法治，更無助推動政改。」他呼籲
拒絕被剝奪普選特首權利的港人，應該站出來表達心
聲，不要做「沉默的羔羊」。

批罔顧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他特別指出，最近有人罔顧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散

播「港獨」言論和思潮，此等行徑無異於「玩火」，將
港人福祉作賭注，參與一場必輸無疑的博弈，後果堪
虞，鄉議局對此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劉皇發在總結時說，中央政府管治一個幅員廣、人

口近14億的國家，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可

想而知要應付多少裡裡外外異常棘手的問題，「港人
身為炎黃子孫，有責任報效國家，共襄振興中華大
業，行事應以大局為重，少一點自我，多一些包
容。」
出席團拜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鄉議局是特
區政府與新界居民之間的重要橋樑，在不同範疇的工作
上，政府都倚靠鄉議局鼎力支持，共商善策，以達致城
鄉共融，互利並進。他又讚賞鄉議局一直愛國愛港，堅
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以大眾利益和市民期望為依
歸，積極參與推動政改向前邁進，如期實現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

■鄉議局昨舉行新春團拜，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副主任林武等主禮。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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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膽煽動「港獨」，卻無膽承認自己所為
的《學苑》，在最新出版的「二月號」

再刊登「港獨」文章。面對外界批評，他們反
稱其觀點惹來非議，「不過是因為早慧的少年
看得比別人前」，又稱愛國思維「若然隔了幾
十年意見還一致，時代就沒有進步了」。

稱本土愛港須拒絕愛國
在另一篇沒有署名的《退聯獨立 告別中國》
文章中，更處處瀰漫「港獨」思維，寫到「港人
臨危自救，就必須推倒愛國高牆，另立本土圖
騰」；「愛國就是通敵，就是叛港，所以本土愛
港必須排斥中國，更要拒絕愛國」等。
該文更騎劫近日港大學生「公投」退出學聯的
成果，聲稱有關「公投」是「告別中國的正式學
界公投」。文章內雖承認「退聯獨立，不一定是
因為不愛國」，但之後又寫「這是一次告別中國
的正式學界公投。今日學聯，明日中國，退聯自
決，是香港獨立公投的先聲」，內容自相矛盾，
始終掩蓋不了其煽動「港獨」的野心。

民調盡顯「港獨」思維
該期《學苑》更發表了所謂「政治與抗爭

2015民意調查結果」，稱以網上問卷訪問了
569名港大學生，結果支持「維持一國兩制」
的學生，由去年的68%下跌至今年的53%，而
支持「香港獨立成國」的則由15%升至28%。
此外，同意參與政治活動和表達意見時需恪守
「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比率亦由76%下跌

至50%，不同意的則由21%升至37%。於被問
到香港政黨和政治團體的代表性時，56%人選
擇「沒有政黨/政治團體能代表你」。

黃均瑜批「痴人說夢」
《學苑》一而再、再而三煽動「港獨」，教

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學苑》是在「譁眾取
寵」，並相信有關言論只是「痴人說夢」，沒
有太多人會理睬，「他這樣說，有多少人會
聽？這只是反映了寫文章的學生思路有問
題。」
就《學苑》所謂的「2015民意調查結果」，

稱有28%人支持香港「獨立成國」，黃均瑜坦
言︰「這是沒有成本、沒有代價的說法，看你
怎樣問而已，你問學生是否支持旺角『獨
立』，他們也會說支持。」

張民炳質疑欠代表性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這些文章

反映出《學苑》的「港獨」歪心及滿口歪理，
「學界『退聯』一般都是針對學聯的運作不透
明、帳目不公開等問題，從來沒有人說過『退
聯』是支持『港獨』、是要與國家『割席』，
為何《學苑》要將歪理加在別人身上呢？」
他又質疑《學苑》所謂「2015民意調查結

果」的代表性，「港大有萬多個學生，只有
500多人網上填問卷，而其中支持『港獨』的
人也是少數，能否就此作出如此（港人支持
『港獨』的）結論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學

學生會刊物《學苑》早前被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點名批評主張「港獨」，當時一眾

學生編輯還辯稱自己只是「談港獨」，不

是「搞港獨」，但新一期的文章再次展現

其煽動「港獨」的野心，包括騎劫近日港

大學生「公投」退出學聯的成果，宣稱有

關「公投」是「告別中國的正式學界公

投」，更寫到「愛國就是通敵，就是叛港，所以本土愛港必須排斥中國，更要

拒絕愛國」。有教育界人士指出，「退聯」原意只為針對學聯運作不透明等問

題，批評《學苑》指鹿為馬，言論譁眾取寵，硬要煽動「港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除了煽動「港獨」，

《學苑》也鼓吹激進和不良意識。在《學苑》最新出
版的2月號中，其中一個封面以「不文手勢」為圖
片，一揭開內頁更寫上「FUXK門常開」，粗俗不
堪。在其「政治與抗爭2015民意調查」中，更問到
「自焚」和「擲燃燒彈」的抗爭手法是否適用於香
港。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提問的人很有問題，「大學
生應該理性地提出解決方法。」

不文封面污衊「門常開」
最新出版的《學苑》2月號採雙封面，其中一個封

面以特區政府總部的「門常開」為背景，將舉中指的
「不文手勢」攝於畫面之內，一揭開內頁更以英文粗
言寫上「FUXK門常開」，極為粗俗。
在其「政治與抗爭2015民意調查」中，有一條問題

問及「你認為以下抗爭手法適合在香港使用？」要求
受訪者以0分至5分去評分，當中14個選項裡，多屬
激進行為，包括「阻塞主要街道」、「佔領主要政府
建築物」、「衝擊主要官員出席的活動」等，更有甚
者，提出「擲石頭或雜物」、「擲燃燒彈」、「自
焚」，但竟然也有一定「市場」，獲評0.72分至1.53
分。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香港社會向來和平理性，「擲燃燒彈」、「自
焚」均是極端做法，並批評會這樣問問題的人根本有
問題，「又不是『伊斯蘭國』分子，怎會這樣想呢？
大學生應該理性地提出解決方法。去到要採用這些行
動，根本就是失控。大學生身為知識分子，應該要尋
求對話，分析問題，尋找解決方法。」

提自焚擲彈被批「有病」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創興銀行
（1111）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梁高美懿昨出席該銀行的
推廣活動時表示，港大校務委員會一直「好勤力」開
會，認為選副校長一事弄出如此風雨十分可惜，並強調
自己沒有收過任何有關干預遴選的電話，亦未有聽見其
他委員說曾收過。梁氏又稱，香港政府一直在教育方面
投入很多資源，而給予的自由度亦很高，而選副校長一
事並不是「民選」，一直以來有既定程序處理。

次輪「預約拘佔中」鴿黨召傳媒做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上月展開

首輪「預約拘捕」涉嫌參與違法「佔領」行動
者後，警方近日致電多名反對派中人，「預
約」他們下周初到灣仔警察總部作出拘捕。據
了解，是次名單最少有11人，包括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現任主席劉慧卿、前主席何俊
仁，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等，絕大部分人聲言屆
時會拒絕保釋（踢保）。民主黨昨日高調通知
傳媒到場採訪，「做騷」味道極濃。
警方上月展開首輪「預約拘捕」行動，拘
捕32名「佔領」行動組織者，包括「佔中三
丑」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壹傳媒集
團創辦人黎智英、「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
鋒等。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於去年12月表示，
警方會用3個月時間將「佔中」主導人物緝
捕歸案，「限期」下月15日屆滿。

料涉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據了解，警方近日展開新一輪「預約拘
捕」，並致電通知最少11人下周到警察總
部。其中，民主黨佔4人，包括李柱銘、劉
慧卿、何俊仁和黃碧雲。公民黨主席余若
薇、民協議員馮檢基也「榜上有名」，被預
約拘捕者還包括工黨張超雄、「公共專業聯
盟」莫乃光、教育界葉建源，及社民連成員
曾健成、「保衛香港自由聯盟」召集人韓連
山，估計警方會以涉嫌煽動、參與、組織未
經批准集結等罪名將他們拘捕。
曾聲稱警方「預約拘捕」是「做公關騷」
的民主黨，昨日就高調發出採訪通知，稱何
俊仁、黃碧雲、李柱銘下周一（3月2日）被
邀請往警總「協助調查」，更呼籲支持者當
日到場「聲援」，應了曾偉雄早前回應所謂
「做騷說」時指，警方只私下聯絡「預約拘
捕」者，通知傳媒到警署採訪者才是在「做
騷」。

多人揚言踢保稱「預被拉」
據了解，在該批被「預約拘捕」者，大部分
都會於下周一到警署接受拘捕，劉慧卿因為須
到外地公幹而改到下月12日才到警署。他們
均聲言，屆時會拒絕保釋。何俊仁昨日接受本
報查詢時聲稱，被「預約拘捕」是意料之中，
因「公民抗命」是有可能違法，警方若作出拘
捕或檢控，都是理所當然，故不會「抗拒」特
區政府執法，但辯稱「公民抗命」是為了「正
義目標」，背後有「高尚道德情操」。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則稱，暫未收到

警方「預約拘捕」通知，聲言一早預計會受
到「政治檢控」，「坐監一、兩個禮拜，咪
照坐囉，無擔心嘅需要。」另一民主黨議
員、「佔領」期間曾到警署「自首」的胡志
偉則稱，他未收到警方通知，但稱自第一日
參加「公民抗命」，他就「預咗被捕」。

香港文匯訊（記者 鄭治祖）工黨近日
處於「多事之秋」：該黨主席李卓人早前
被踢爆涉嫌收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
「政治黑金」後，期後被廉政公署派員到
其寓所搜證，同黨的何秀蘭前日也突然被
廉署邀請助查。面對記者三度追問，何秀
蘭昨日吞吞吐吐回應，並多次以「法律規
例」迴避提問，更聲稱外界是以此為由，
對其黨作出「政治打壓」或「審判」。

轉移視線稱「政治攻擊」
何秀蘭昨日被問到有關到廉政公署助

查一事時稱，她現階段不會披露事件細
節，因根據法律規定，她不可以評論事
件，並「呼籲」外界不要多作揣測，
「不要利用今次事件對我或工黨作出政
治審判。」她又企圖轉移視線稱，黨的
未來將會更加艱難，面對是次被查會
「遇強愈強」、「遇險惡時會打起精

神」。
未幾，再有記者追問她今次事件與該

黨涉嫌收受黎智英「政治獻金」有關與
否，何秀蘭再度拒絕直接回應，只繼續
以「法律規例定」迴避記者提問，又再
聲稱不要用是次事件對她作「政治攻
擊」。其後，有人旁敲側擊，問到何秀
蘭被帶返廉署調查時是與該黨、「政治
獻金」，抑或其他事項有關，何秀蘭繼
續稱「按住個法例規定，我真係唔可以
講」，並再稱外界不要以此為由，作政
治審判和打壓該黨。
去年7月下旬，壹傳媒集團黎智英被揭

發曾向多名反對派議員「泵水」，工黨
主席李卓人更曾收受了兩筆共150萬元的
鉅額獻金，直至去年8月下旬，廉政公署
派員到黎智英及李卓人寓所搜證，工黨
至今仍然受收取「政治黑金」的醜聞纏
繞。

何秀蘭閃縮拒談被廉署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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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大學副校長人選風
波未息，自有不明消息聲稱特區政府人員「影響」港大
相關任命決定後，多名反對派議員均聲言要引用《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企圖粗暴干涉大學
校務安排。不過，身兼港大校董的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
建源未知是否因證據欠奉，昨日臨時縮沙抽起引用特權
法調查陳文敏事件的動議，揚言要搜集更多最新資料。
陳文敏在任法律學院院長期間，被質疑「重政治、輕

學術」，涉嫌包庇其下屬、「佔中三丑」 之一的戴耀
廷，而「秘密捐款」一事更被廉署立案調查，坊間強烈
質疑校方繼續「考慮」陳文敏升任副校長未能服眾，但
反對派由始至終對此不哼一聲，反而借不明消息稱特區
政府人員「影響」港大相關任命決定大肆炒作，挑起政
治爭議。
葉建源於本月中去信立法會內會主席梁君彥，稱特區

政府被指企圖影響港大遴選副校長，若指控屬實，是
「嚴重干預學術自由」，遂要求在昨日舉行的內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引用立法會特權法調查事件。不過，葉
建源一輪借題發揮後，昨日突然打退堂鼓，聲稱需要搜
集更多有關遴選港大副校長的最新資料，故臨時抽起動
議。

譚耀宗批濫用「尚方寶劍」
在反對派試圖濫用特權法「尚方寶劍」時，多個黨派

議員已表明反對。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批評，所謂干預學
術自由的報道純粹個別報章刊登，質疑反對派在毫無證
據下，指摘特首梁振英及其身邊人士「干預」遴選工
作，對此感到「不屑」。另一名港大校董、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亦質疑反對派不應有「特權法衝動症」，若只
有少許動向就馬上調查，立法會就是不務正業。

查陳文敏事件 葉建源縮沙
■張民炳指《學苑》內容
反映「港獨」歪心及滿口
歪理。 資料圖片

■黃均瑜批評《學苑》
的「港獨」言論只是
「痴人說夢」。資料圖片

■最新一期的《學苑》被批評騎劫日前港
大「退聯」的成果。 甘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