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傳」為港大副校長人選的前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因被港大
確認在「捐款門」醜聞中行為不當，
港大校務委員會早前按照程序延後副
校長任命決定。對於「志在必得」的
副校長任命再次受阻，陳文敏連一點
學者風骨和氣節都不顧，立即出來潑

婦駡街般四處開火，指責有人要阻礙他的青雲路，總
之千錯萬錯，都不是他陳文敏的錯。陳文敏氣急敗
壞，反對派也是心急如焚，繼早前搞聯署向港大校方
施壓後，身為教育界議員的葉建源昨日也公開撰文逼

校方必須任命陳文敏，否則就是「港大百年基業的危
機」云云。
葉建源在文中更聲稱，「香港大學副校長（學術人

事及資源）遴選風波，不是某個人能否成為副校長的
問題，而是關乎到整個學界、整個香港的程序公義問
題。港大一旦失守，香港的學術自由和程序公義也危
矣！」葉建源的說話荒謬絕倫，他說副校長人選不是
個人的問題，既然不是個人問題，為什麼反對派一定
要捧陳文敏擔當此職？難道只有陳文敏一個夠資格擔
任此職，其他人就沒有資格？甚至說不讓陳文敏升
任，就是學界的災難。這是什麼邏輯？

葉建源說：「物色委員會早已向校委會提交其推薦
的人選，但校委會仍在拖延任命，實在極不尋常，令
人憂慮政治的魔爪正在背後作祟。」這個說法也明顯
與事實不符。所謂物色委員會「屬意」陳文敏，不過
是與陳文敏關係密切的劉進圖放風出來，但這只是他
一面之辭，劉進圖從來提不出什麼證據，不斷放風為
陳文敏「抬轎」之意已是躍然紙上。港大校長馬斐森
早已經指出，並不存在所謂獲推薦人選。即是說陳文
敏從來都不是唯一人選，這不過是反對派故意放風出
來為陳造勢，製造一種氛圍，即不委任陳文敏就是破
壞了遴選結果，毀壞了遴選程序。其實，由始至終這
只是陳文敏與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而已。
負責港大學術人事及資源的副校長，權力很大，掌
握大學教職員的陞遷任用，其人必須公正無私、中立
持平。但陳文敏卻在「捐款門」事件中與戴耀廷有各

種「勾當」，違規收取捐款，配合違法「佔中」，已
是證據確鑿。這樣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擔當副校長。
然而，葉建源之流的反對派卻不斷放風造謠，不斷施
加政治壓力，企圖迫使港大校方就範提升陳文敏。早
前葉建源與梁家傑、余若薇等政客更發起聯署，為陳
文敏勸進造勢。請問，任命副校長究竟是港大校方的
權力，還是反對派的權力？他們公然向校方施壓，製
造寒蟬效應，嚴重侵犯院校自主，損害學術自由，葉
建源身為教育界議員，竟然賊喊捉賊，更令人不齒。
葉建源說「政治的魔爪正在背後作祟」，這話說得

不錯，而施暴者正正是反對派政客。如果港大校方怯
於反對派壓力而任命陳文敏，港大還談何學術自主？
教職員可以打「政治牌」自保，搞政治不搞學術，而
不用承擔任何責任更可步步高陞，這才是港大百年基
業的真正危機。

葉建源侵犯院校自主還要賊喊捉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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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水事件」持續多日，被政治化的傾向日益明
顯。練乙錚昨日發表文章，利用「鉛水事件」惡毒攻
擊中央，詛咒香港即將「玩完」；余若薇亦對「鉛
水事件」幸災樂禍，歡呼雀躍，把矛頭指向內地同
胞，她發表的文章說：「港人最反感的是內地遊客讓
小孩隨地方便」，更把「鉛水事件」扯到11月的區議
會選舉，認為這是抹黑民建聯的大好機會。《蘋果日
報》和壹傳媒都說民建聯是「鉛水事件」的大輸家，
民主黨和「本土派」是大贏家。反對派炒熱事件，把
一件民生議題高度政治化，完全是為轉移視線，試圖
扭轉違法「佔中」、否決政改不得人心的劣勢，為11

月的區議會選舉先聲奪人，企圖搶佔道德高地，敗部
復活。

「鉛水」問題政治化無助妥善解決
為解決問題，減少對市民的不便，特區政府已迅速供

應安全乾淨的食水給受影響居民，並表示將追究責任。
事實上，食水含鉛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香港建築業
「層層外判」的制度下，施工質量得不到充分保障，監
督存在漏洞，以及工人人手嚴重不足，許多水喉工人並
非熟手技工，為趕工採取了不符合要求的操作方法等
等。食水安全影響千家萬戶，對於此次「鉛水事件」暴

露出來的諸多問題，需要對症下藥制定合適的改革方
案，防止同樣的事件重演，切實保障市民的健康安全，
不僅政府有責任盡快找到問題的根源，及時補救；各政
黨也應積極配合，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安撫受影響市
民的情緒，這是解決問題的正確心態。如果出於選舉的
考慮，把問題政治化，利用「鉛水」問題對政府和對手
窮追猛打，抬高自己，甚至上綱上線，惡意攻擊內地企
業，挑撥兩地和諧關係，喊出「不飲東江水」、「排擠
內資公司」的口號，對解決「鉛水」問題毫無幫助，更
對香港有害無益。

立法會的政黨視監察政府為己任，在民生議題上為
民出頭，爭取利益，但也要注意社會影響，不能故意
炒作事件，散播恐懼情緒。如果知道有損害市民健康
和安全的隱患，應該以科學理性的態度，提醒政府和
市民注意，出謀獻策，共同為社會「拆彈」，如果將
問題視為謀取政治利益的寶貝，不斷炒作，以為市民
愈恐慌，自己愈得分；以為香港愈亂，將來在選舉中
就愈能爭取更多支持票。這是以犧牲香港整體社會的
利益來為自己「貼金」，這不是為市民「拆彈」，而
是埋下一個又一個破壞社會和諧的「大殺傷力炸

彈」，這是相當不智和自私的。政黨、政客到底是為
市民辦實事、謀福祉，是做騷博掌聲、撈選票，市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支持還是反對，心中已有答案。

議員要真心實意為民辦實事謀福祉
政治化「鉛水事件」，謠言滿天飛，擴散恐慌情

緒，令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只會令問題更難解決，最
終受害的還是廣大市民。當前，特區政府應盡快查明
問題的根源所在，提出徹底根治的辦法，同時邀請權
威的專家學者，向市民多進行解釋，講清問題的要
害，消除不必要的恐慌，讓別有用心者的謠言不攻自
破。

香港事事政治化，社會撕裂，經濟民生發展緩慢，
市民已經對政爭感到極之厭倦，早已不喜歡唯恐天下
不亂的政客；香港現在最需要的，是全心全意為民服
務、促進社會和諧的民意代表、公僕，再吵吵鬧鬧，
挑起沒完沒了的政爭，虛耗社會的精力和資源，必定
會被民意所拋棄。所有有志服務市民的從政者，都應
該準確把握民意，不要把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以免
適得其反。

高天問

公屋出現的「鉛水事件」，政府各部門正在調查和尋找出事的原因，承諾更換所有有問題

的水喉，優先為6歲以下的兒童以及孕婦進行驗血，保障市民安全。但是，本港有政治勢力

不是支持政府做好善後的工作，而是處心積慮將問題政治化，竭力掀起反對內地企業的政治

風潮，更挑撥離間，破壞港人和內地關係。政治化「鉛水事件」，製造敵視內地的情緒，對

港人沒有好處，當務之急，社會各界應同心協力，協助政府全力解決問題，這才是真心實意

為民服務，而不是炒作事件，撈取選舉利益；否則損民利益，違背民意，終將被市民離棄。

慎防「鉛水事件」政治化 撈取政治利益違背民意

梁紀昌：勿放棄基本法教材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教育局

月前推出香港基本法視像教材套，教協
聯同被視為「公民黨B隊」的「法政匯
思」發表所謂「評核報告」，宣稱教材
套涉及「政治灌輸」，煽動學校拒絕使
用。香港鮮魚行學校校長、「團結香港
基金會」顧問梁紀昌認為，教育下一代
認識國家是理所當然的事，不能因為別
人說三道四就輕言放棄。
被稱為「校長爸爸」的梁紀昌近日接

受傳媒訪問時，慨嘆香港現今政治生態
很不健康，互相謾罵及攻擊的歪風盛
行，「我覺得他們（議員）不是為社會
服務，只是為了從政，當是一份職業，
職業上街示威，職業在會議廳罵人。」
近年政治爭議滲入校園，有反對派更

妖魔化由教育局推出的香港基本法視像
教材套是「政治灌輸」，鼓吹學校罷
用。梁紀昌反駁指，教材套旨在介紹基
本法的理念，並強調教室應由教師主
導，教師可發揮專業，因應教材內容靈
活地為學生準備額外資料，而不應是
「有幾多就教幾多」，或因資料不足就
不教。同時，學生也可以主動找資料，
在課堂上討論。

學生認識國家理所當然
梁紀昌又提及鮮魚行學校在2012年曾

「頂住」很大的政治壓力，堅持推行國
民教育，「教小朋友認識國家是理所當
然的事，不要因為別人指指點點說三道
四，你便放棄你的信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主思路」昨日宣佈，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將擔任
該智庫的榮譽顧問。施永青在
昨日的記者會上坦言，香港社
會目前撕裂嚴重，個人樂見有
組織願意站出來，尋找一條新
的出路，故會提供人力及物力
等方面的幫助。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
日在記者會上宣佈施永青將擔任他們的榮
譽顧問。施永青指出，社會撕裂情況嚴
重，就算當局願意推行憲制改革，也會遇
上很大的困難，影響香港前景，而「民主
思路」所提倡的路線，有助改善撕裂情
況，故他決定加入。至於會否成為正式成
員，他會先觀察3個月至6個月再作決
定。
湯家驊又公佈了「民主思路」未來的工

作計劃，初步涉及6個方向，包括探討如
何與中央、特區政府及「公民社會」等保
持溝通；思考當前管治困局的出路；研判
重啟「政改五步曲」的最佳時機等。
他續稱，中央是香港政改的重要持份

者，「民主思路」期望能在整合香港各

方的意見後才與中央溝通，故期望以半
年或更長的時間詳細討論並制定政改出
路備忘錄，為下次政改「奠定基礎」。
湯家驊表示，「民主思路」已陸續與

不同政黨對談，未來兩周將約見工黨及
公民黨，同時正等待民建聯和工聯會的
回覆，下星期則會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會面，稍後也會與「公民社會」進行交
流，及爭取年輕人及商界的認同。
他又透露，「民主思路」上月已在炮

台山租用了一個約900呎的辦公室，與公
民黨總部同區。目前，「民主思路」開
支增加，正「爭緊銀行錢」，但在爭取
商界支持的同時，他們不會為爭取資助
而作出任何「政治交易」。

遭「乳鴿」合謀踢出黨
黃成智籲挺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前中委黃成智因呼籲「有條件接

受」政改而被凍結黨籍，以「乳鴿」（民主黨年輕黨員）為主的中委會昨晚

以17票對7票，通過紀委會報告，正式革除黃成智的黨籍。民主黨主席劉慧

卿會後稱，中委會認為黃成智的言論損害了民主黨的「聲譽」。黃成智則形

容結果「令人難以置信」，對此感到十分難過，又慨嘆以目前民主黨的形

勢，即使他提出上訴也是無用。

民主黨中委會昨晚討論是否接受紀委會的
決定，革除黃成智的黨籍。黃成智在逗

留10分鐘後離開。他透露，自己在會上表明
不滿紀委會的裁決，又質疑有中委會成員將紀
委會文件洩露給傳媒大肆報道，其中一名更為
劉慧卿，對此感到相當不滿，要求中委會徹查
事件，以保民主黨的聲譽及威信，但中委會對
洩密問題竟然「束手無策」。

否決後黃公開立場與黨一致
黃成智續稱，自己已聽從黨員建議，停止
被指違反黨紀的行為，又強調在特首普選決
議案被否決後，自己在政改問題上公開表達
的立場均與民主黨一致，包括要求「重啟政

改五步曲」及爭取「真普選」等。因此，他
希望中委會能有明智裁決，也不要為了不同
看法而令民主黨的工作「不暢順」。

劉慧卿：不擔心失溫和聲音
不過，中委會最終以17票對7票通過紀委
會報告，正式革除黃成智的黨籍。劉慧卿在
會後稱，是次投票結果雖非「百分百」同意
革除黃成智的黨籍，但佔了大多數。被問到
結果會否被視為民主黨容不下溫和聲音，她
稱一切由市民自行決定，個人不作評論，但
不認為革除黃成智黨籍會令該黨流失溫和中
間派的聲音。
劉慧卿又稱，黃成智倘獲30名黨員支持舉

行民主黨大會，就可以在會上提出討論革除
其黨籍一事，而只要獲得四分三的出席者支
持，就可以推翻中委會的決定。
黃成智今年4月在報章撰文支持「袋住

先」，引來民主黨內不滿而辭去中委。他其後
在5月提出計劃發動市民聯署，宣稱如果中央
承諾將提委會的「公司票轉為個人票」，及加
入「白票守尾門」，就會呼籲立法會議員考慮
通過政改方案。黃成智其後宣佈停止發動聯
署，但紀委會向中委會建議革除其黨籍。

學聯促廢校監規條「珍惜」批荒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數十名來自

學聯、香港大學學生會及八大院校的「學生
代表」昨日發起違法遊行，並在禮賓府門外
焚燒大學條例，宣稱要廢除特首擔任大學校
監的規條，如校方在72小時內不回應訴求，
會將抗議行動升級。10多名「珍惜群組」成
員同場發起示威活動，批評學生代表「騎
劫」各院校同學的立場，又批評他們既要享
受納稅人數百億元公帑資助升學，卻拒絕特
區政府代表市民監察校方運作，要自己「話
晒事」，是荒謬和「反骨」。
學聯和港大學生會昨日率領八大院校代
表，由港大出發遊行到禮賓府，宣稱特首梁
振英多次「干預學術界自由和院校自主」，
故要求廢除特首擔任當然校監的規條，並參
考外國大學做法，由畢業生投票選出校監人
選。

非法遊行 焚燒大學條例
學生代表未有就遊行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在到達亞畢諾道時，更一度要求行出
馬路，被警方阻止，雙方對峙，警員一度舉
起警告旗幟，其後雙方就遊行路線達成協
議。示威者抵達禮賓府後焚燒大學條例，港

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威脅稱，校方在72小時
內不回應學生訴求，會將抗議行動升級。
同一時間，16名「珍惜群組」代表在禮賓

府門外示威，反擊學生代表的無理要求，並
向特區政府遞交請願信，批評有「學生代
表」不分是非黑白，當局應「順應」他們
「自主獨立」的訴求，削減大學補助，減輕
納稅人負擔，或把資源用於加強創新科技發
展及安老福利。

李璧而：倘不滿應退學
群組召集人李璧而強調，每名大學生一年

享受納稅人數十萬元資助，特首擔任大學校
監，代表市民監管公帑的運用，非常合理，
「正如食爹娘飯，反爹娘，這代表什麼？是
忤逆、反骨！」
她直斥，港大爆出法律教授戴耀廷煽動青

年學生參加違法「佔中」，令不少家長擔
心，如今少數所謂學生代表更騎劫大部分守
法守規的大學生意願，宣稱要自己「話晒
事」選出校監人選，更加荒謬。她奉勸有關
學生諸多不滿，應自行到外國升學或自組
「私校」，讓特區政府將資源用於建設香
港，或留給積極上進的青年人。

■「珍惜群
組」代表在
禮賓府門外
示威，並向
特區政府遞
交請願信，
批評有「學
生代表」不
分 是 非 黑
白。

■黃成智
昨晚出席
中委會會
議後會見
傳媒。
鄭治祖 攝

施永青出錢出力當「民主思路」顧問

陳弘毅：修法「門檻高」
港人勿只顧自身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
在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後，提出
修改香港基本法的政制部分。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昨日指出，修改香
港基本法的門檻高，可能性較低，並質
疑若純粹為香港的利益而修法，會影響
「一國」和「兩制」間的平衡。
陳弘毅昨日在出席一講座時表示，香

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了該法的
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而如果由
香港提出修改，須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三分之二多數、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
二多數和特首同意後，再交由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最

後可否修改要視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他指修法的門檻很高，需要凝聚廣
泛共識才能成事，「現實上來講可能性
比較低。」
他續說，根據第一百五十九條，香港
基本法的任何修改，都不得與中央對香
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而香港
基本法中有些條文對香港較有利，有些
則對中央政府、內地較有利，是雙方平
衡、妥協的安排。港人不應只看香港的
利益，而不去照顧中央及內地的利益，
若修法只是從香港的利益出發，「咁會
唔會影響到『一國』同『兩制』之間原
本嘅平衡？我覺得呢個係大問題。」

■■「「民主思路民主思路」」昨宣佈施永青昨宣佈施永青
將出任榮譽顧問將出任榮譽顧問。。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