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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以及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始作
俑者和幕後黑手是公民黨。這不僅因為陳文敏是公民黨
骨幹成員，而且港大特別是法律學院一直被公民黨視為
其重要的反中亂港基地。公民黨去年就將港大作為非法
「佔中」的後勤和輿論基地，如今為陳文敏「逼宮」，
不惜以卑劣的政治手段衝擊大學自主，企圖延續所謂的
「雨傘革命」，要將港大變為反中亂港的橋頭堡。

公民黨企圖將港大變為反中亂港橋頭堡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及一眾骨幹參與策劃了今次風波和

衝擊行動。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和骨幹吳靄儀等人組織所
謂「港大校友關注組」，為將陳文敏推上港大副校長寶
座吹喇叭抬轎子，向港大校務委員會施壓，明目張膽干
預港大校委會的運作。早在今年二月，吳靄儀就以《港
大舊生站起來》為題發表文章，污衊「左報攻擊法律學
院、攻擊陳文敏教授、干預大學遴選副校長」。公民黨
主席余若薇三月時以《特首不應任大學校監》為題，以
不真不實的謠言為依據，指責特首梁振英「阻止」港大
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並提出應該檢討是否要改變沿襲

港英時代由港督出任校監的制度。

公民黨企圖再掀「倒梁」歪風
力撐陳文敏扮演活躍角色的「港大校友關注組」，

為捧陳文敏上台出錢出力，既出錢在報章刊登所謂聯
名聲明支持廣告，又派人與港大學生會成員聯手包圍
校委會開會的會場，不斷向校委施壓。日前「港大校
友關注組」在報章刊登聲明，當中提到「取消由特首
兼任校監的安排」等，實際上是秉承余若薇三月時
《特首不應任大學校監》文章的旨意，目的實為「叫
梁振英下台」，企圖再掀「倒梁」歪風。

為再掀「倒梁」歪風，陳文敏的學生、《明報》前
總編輯劉進圖於報章上撰文，指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政
府人士，親自致電若干港大校務委員，要求他們否決
遴選委員會成員一致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的建議。他
又無中生有指校委李國章和主席梁智鴻委託「中間
人」游說陳文敏「收到任命通知後馬上請辭」。陳文
敏明知劉進圖文章講的有問題，卻故意保持沉默，不
加以澄清，直至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後，李國章向媒

體表示大家可向陳文敏查問是否有此一事，陳文敏才
於媒體查詢下不得不承認劉進圖的說法不實。

緊隨劉進圖造謠，公民黨議員郭榮鏗聲稱，梁振
英身邊人不斷干擾陳文敏任命，政治干預呼之欲
出，希望所有校友關注事件。郭榮鏗又赤裸裸造謠
說：「特首與個別行政會議成員曾直接遊說港大校
務委員，叫他們不要支持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
行政長官辦公室第一時間發聲明否認，令郭榮鏗謠
言破產。

「關注組」為陳文敏「搖旗吶喊」
港大校委會6月底決定推遲提交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

的建議，原因是要等首席副校長就職。「港大校友關注
組」發起聯署聲明，促請校委會盡快確認副校長物色委
員會建議，為陳文敏「搖旗吶喊」，同時要求取消由特
首兼任校監的安排。帶頭發起聯署又是公民黨余若薇、
梁家傑、陳淑莊、吳靄儀等人。吳靄儀聲稱，若要求拖
延任命的校委不能作合理解釋，理應引咎辭職，而其他
校委亦應辭職，以表明不欲同流合污。

陳文敏並非純粹的學者，而是熱衷於街頭政治，他
是公民黨資深成員，又是陳方安生組織的「香港
2020」重要成員，與「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同在
港大法律學院狼狽為奸，二人又都是非法捐款醜聞的
主角。戴耀廷的「佔中」從構想到提出理論論述，再
到四處煽動直至最終實施，整個過程都與陳文敏脫不
了關係。學生罷課期間，由公民黨出面組織的街頭
「公民大課堂」，第一課就是由陳文敏主講。

公民黨為了力撐陳文敏上位，不惜採取衝擊港大校

委會的卑鄙暴力手段，並且露
骨地企圖再掀「倒梁」歪風，
企圖令以失敗告終的非法「佔
中」借屍還魂，繼續擺出對抗
中央的死硬立場。

公民黨是「港獨」政黨
事實上，公民黨是香港的民進黨式「港獨」政黨，與

台灣民進黨在分裂立場方面如出一轍，民進黨大搞「台
獨」，公民黨大搞「港獨」。在分裂論調與立場，以及
敵視「一國兩制」等方面，公民黨對民進黨亦步亦趨。
同屬公民黨、創黨黨員及曾擔任黨主席的公民黨議員陳
家洛，在今年1月18日接受報章訪問時就說：「我時時
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否想過有天早上醒來，
五星紅旗升不起。」今年6月，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提倡
該黨日後制訂政策立場和政綱時，要引入「本土角度主
流化」，並提出要求國家把香港切割出來。其實，在
「佔中」行動後，梁家傑就表示，公民黨已進行「重修
黨綱」、加入新的「本土論述」內容，而且近年又不斷
強調「香港民族」的字眼，這種政治主張毫無疑問的
是，公民黨已不僅僅將「港獨」視作一個「選項」，而
且已蛻變為一個民進黨式「港獨」政黨。

民進黨禍台殃民，公民黨禍港殃民。公民黨扮演衝
擊港大校委會的幕後黑手，再次暴露公民黨是對抗特
區政府、對抗憲制、對抗中央的死硬派，是一個民進
黨式「港獨」政黨。公民黨走入與中央政府對抗、與
中華民族對抗、損害港人根本福祉的死胡同，注定沒
有出路。

公民黨是衝擊港大校委會的幕後黑手
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是公民黨幕後有組織、有策劃的行動，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及一眾骨

幹成為暴力事件幕後推手，而被公民黨欲強行推上港大副校長之位的陳文敏亦是公民黨的重

要成員。公民黨為了力撐陳文敏上位，不惜採取衝擊港大校委會的卑鄙暴力手段，並且露骨

地企圖再掀「倒梁」歪風，撕裂香港社會，擺出對抗中央的死硬立場。公民黨扮演衝擊港大

校委會的幕後黑手，再次暴露公民黨是對抗特區政府、對抗憲制、對抗中央的死硬派，公民

黨不走出對抗「死胡同」，就注定沒有前途。

城市青年商會免費剪靚「老友」頭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本港人口老化
問題嚴重，為喚起社會對長者的關注及鼓勵長幼共
融，城市青年商會昨日舉辦「全城義剪日」，在深水
埗區為250名長者免費剪髮，希望藉此回饋這班昔日
社會棟樑，感謝他們為社會的付出。勞工及福利局副
局長蕭偉強出席活動時表示為使長者晚年生活更豐
盛，政府一直積極推動「積極樂頤年」計劃，例如推
出兩元乘車優惠，每天多達77萬長者受惠，亦鼓勵長
者多參與社區活動，甚至做兼職等。
城市青年商會昨日舉辦第四屆「全城義剪日」，共

12名髮型師為250名來自深水埗區的長者提供免費理
髮服務。該會會長楊振強指，本年主題為「全城義
剪，耆妙恩典」，欲藉活動感謝他們為社會的付出，
更希望推動長幼共融，宣揚感恩及關愛老人的訊息。
現場除有義剪服務外，大會亦安排了不同攤位，如中

醫把脈、量血壓及即影即有服務等，氣氛樂也融融。
今年30歲的髮型師陳嘉俊首次參與活動，他坦言平
日較少替長者剪髮，而且不少老人家的頭髮不太清
潔，較難剪且未必剪得很好，但「幾個簡單動作已令
他們很高興，自己亦很滿足」，這份感覺是平日工作
時得不到的。他又指，以往只顧拼命工作而較少參加
義工活動，認為是次經驗難得，有機會亦十分願意再
為長者服務。

蕭偉強：鼓勵長者多參與
蕭偉強讚揚活動能提醒年輕人敬老、護老，更指

十分高興看到長者充滿活力和親切的笑容。他表
示，政府一直關注社區長者老化問題，如推動「積
極樂頤年」計劃，每日多達77萬長者正受惠於兩元
乘車優惠，將來除繼續鼓勵長者多參與社區活動及
做兼職外，更將舉辦祖父母「湊孫」課程，教老人
家現代育兒知識，讓年輕父母安心之餘，長者亦開
心。

■陳嘉俊表示剪得不是最好，但見到長者高興已滿
足。 鄒詠詩 攝

醫局揭護士為新生嬰打錯針

房署水署驗3邨水無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理局昨
日公佈最新一期《風險通報》，指公立醫院在
今年首季共呈報11宗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包括
在病人體內遺留醫療物料、病人自殺個案及妊
娠死亡個案；另外有21宗藥物事故及5宗錯誤
識別病人身份的重要風險事件類別個案。報告
顯示，有護士為新生嬰兒錯誤注射藥物，幸未
有影響嬰兒健康。
新出版的第38期《風險通報》季刊顯示，公

立醫院在今年首季共呈報11宗醫療風險警示事
件，涉及5宗在病人體內遺留醫療物料，包括
早前已公佈的仁濟醫院七旬婦「通波仔」後遺
留支架於血管內的死亡個案，還有5宗病人自
殺個案及一宗妊娠死亡個案。
按重要風險事件類別呈報的個案則包括21宗
藥物事故及5宗錯誤識別病人身份的個案。
《通報》顯示，有護士誤將3毫升液態口服藥
物經靜脈輸送形式，注射到新生嬰兒體內，到
另一名護士發現時，藥物僅剩1.65毫升，幸未

有影響嬰兒健康。

有醫生睇錯相寫X光報告
《通報》又提及兩宗涉及放射科的錯誤，包

括貼錯病人標籤，險調亂病人；亦有放射科醫
生為病人撰寫掃描檢查報告時，錯誤看着另一
名病人的電腦掃描圖片，幸由另一名外科醫生
在準備為病人做手術前發現，沒有影響治療。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當局已深入檢討及分析

事故的根本原因，從中汲取有關病人安全的寶
貴經驗，希望透過《通報》讓醫護人員了解個
案及相關改善建議，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發言人又補充，為配合政府早前在私營醫療

機構規管諮詢文件中使用統一的詞彙，醫管局
由上月一日起已正式更新相關的中文譯名，分
別將原有的「嚴重醫療事件」改稱為「醫療風
險警示事件」，以及將「重大風險事件」改稱
為「重要風險事件」。下期的《通報》將於10
月30日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為
了安撫民心，房屋署正聯同水務署為
2011年及2012落成的公共屋邨的食水進
行抽樣檢查，其中包括元洲邨3棟大廈共
55個樣本、彩福邨彩歡樓的27個樣本、
彩德邨兩棟大廈的40個樣本，全部122
個樣本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當局

呼籲居民可安心飲用大廈食水。
房屋署發言人昨日表示，3個分別於

2011年及2012年落成的屋邨，食水化驗
樣本的含鉛量均符合世衛標準。其中房署
抽驗，55個分別來自元洲邨第五期元滿
樓、元慧樓、元逸樓的樣本，27個彩福
邨彩歡樓樣本，以及40個來自彩德邨彩

仁樓、彩義樓的樣本，全部樣本食水含鉛
量合格。同期落成的「大本型」商場及油
塘社區會堂雖不在房署早前公佈的名單
上，唯當局為安全起見一併進行食水樣本
測試，8個樣本均符合世衛標準。
房署發言人表示，正分批為其餘於

2011年及2012年落成名單上的公共屋邨
進行食水含鉛量測試，並已在石硤尾邨第
二期、東匯邨及紅磡邨第二期開展檢驗工
作，待有確實化驗結果便會公布。

牛下濾水換喉 民建聯促加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政
府日前公佈牛頭角下邨有6個食水樣本含
鉛量超標，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及觀
塘區議員顏汶羽昨日下午聯同逾30名居
民，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盡快落實
安裝除鉛濾水器、換喉及設立供水系統等
工作的時間表。顏汶羽批評政府的後續工
作緩慢，居民已登記於兩星期後驗血，惟
政府仍未落實交通接送的安排。

他表示曾於房委會會議中要求政府為
全邨驗血，但遭到政府拒絕。為令邨民
安心，顏汶羽促請政府公開詳細的驗水
報告，讓居民清晰知道哪一部分的供水
喉管有問題。顏汶羽及社區幹事張姚彬
亦宣佈成立牛頭角下邨鉛水關注組，跟
進日後邨內的食水安全情況，並在需要
時聯同顧問律師，協助受害居民追討賠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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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本地導盲犬
中心倡議把導盲犬本土化，積極在港培育導
盲幼犬。然而，本港現時的法例卻阻礙導盲
犬本土化的發展，包括法例只保障視障人士
帶同導盲犬進入公眾地方，但受訓中的導盲
幼犬卻不受保障。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昨日聯同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主席張偉民、
導盲犬訓練員及視障人士與康復專員會面，
表達訴求，希望政府把保障導盲犬的法例，
涵蓋至導盲幼犬範圍，協助推動本地導盲犬
服務。
本地導盲犬服務供不應求，張偉民指，本

港約有17萬視障人士，若以國際標準計算，
全球約有1%視障人士有意慾使用導盲犬，香
港則需要1,700隻導盲犬。他補充，現時中心
在培訓導盲幼犬時遇到不少阻礙，除了未獲
房署批准導盲幼犬入住公屋，提供寄養服務
外，亦曾在受訓期間無法自由進出食肆，更
被拒乘搭交通工具，當中乘搭巴士的情況最
為嚴重。
張偉民表示，現時法例保障視障人士使用

導盲犬，讓他們可自由進出公眾場合，惟未
包括導盲幼犬，令牠們缺乏機會獲得實際社
會上的訓練，阻礙導盲犬本土化的發展。因
此，他促請政府立例，保障導盲幼犬可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自由進出食肆及入住公屋的
權利。

康復專員允設專職跟進
協助該中心與康復專員會面的陳克勤表

示，康復專員已承諾會統合相關政府部門，
以及開設專責職位跟進導盲犬投訴機制。他

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及教育，增加公眾對導盲犬的
了解及認知，並促請政府保障導盲犬法例涵蓋至幼
犬，令訓練員受訓時亦可獲得權利保障。
剛於6月尾成功與導盲犬配對的視障人士文俊表

示，使用導盲犬後，大大改善了日常生活，除了可以
避開障礙物，更是「有個伴」。然而，他指曾經遇上
有巴士拒載及被酒樓拒進，令他感到非常無奈及尷
尬。文俊認為，此情況與現時本港市民對導盲犬的教
育不足有關，他希望政府能加強宣傳。

■陳克勤（右二）昨日聯同張偉民（左一）與康復專員會
面，推動導盲犬服務。

■■陳鑑林及顏汶羽聯同逾陳鑑林及顏汶羽聯同逾3030
名牛下居民到政府總部請願名牛下居民到政府總部請願。。

民記「潔港兵團」監察79黑點
陳恒鑌倡裝「天眼」阻嚇亂丟家居垃圾

民建聯繼本月2日後，第二次公佈全
港的「衛生黑點」，而上次公佈

的76個黑點，向政府通報後，相關部門
已處理其中6個，其餘70個的情況未有
改善；同時亦新增了9個黑點，集中在
九龍及新界，地點包括九龍城浙江街、
沙田大水坑村、黃大仙惠華街及將軍澳
佳景路等。
為繼續監察社區內的衛生狀況，民建
聯舉辦「潔淨香港兵團」活動，由立法
會議員何俊賢及陳恒鑌擔任「總司
令」，他們昨日手持寫上「1:99漂白
水」及「清潔劑」的水槍，將水槍射向
寫上細菌的紙牌，象徵將細菌消滅，街
道回復清潔。民建聯並會聯同18區區議
員負責的「衛生隊長」，負責跟進及監
察各區已公佈的衛生黑點，並督促政府
盡快跟進處理。

亂棄單車 樹葉塞渠
民建聯衛生事務副發言人葉文斌指

出，屯門區內有不少胡亂棄置的單車，
引起環境問題；亦有公園的水渠內有樹
葉堆積，但未有清潔人員及時打掃，令
渠內的積水增加，導致蚊患加劇，影響
市民健康。北區區議員王潤強則表示，
北區不少店舖將紙皮箱放在店舖外，有
部份紙皮箱不太清潔，有損街道的衛生
狀況。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向政府提出4個建

議，對於經常在舊樓天台發現有人胡亂
棄置家居垃圾，政府應考慮在適當地方
加裝「天眼」，以收阻嚇之用，避免市
民隨便將家居垃圾棄置於天台；由於現
時的外判制度是價低者得，與質素無
關，政府應進行檢討；將全城清潔運動

恆常化，以及增加社區參與。
陳恒鑌又指，經過4次監察行動後，

會進行檢討工作，為接下來的工作作部
署。何俊賢則預計，下月底及9月底亦

會再公佈「衛生黑點」的跟進情況。而
且將會把各區「衛生黑點」的跟進情況
上載至社交網頁，並會定期更新，以便
公眾查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民建聯昨日公佈全港79個「衛生

黑點」，並宣佈舉辦「潔淨香港兵團」活動，以加強監察社區內的

衛生狀況，及督促政府處理「衛生黑點」，並由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及陳恒鑌擔任「總司令」。陳恒鑌建議政府考慮在適當地方加裝

「天眼」，避免市民隨便將家居垃圾棄置於天台，並檢討外判機

制，以及將全城清潔運動恆常化。

■民建聯昨日舉辦「潔淨香港兵團」活動，以加強監察社區內的衛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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