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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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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港大學生打「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旗號，
卻做損害「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事。學生對於社會
事務有意見，包括院校內有關教學和行政的安排，應通過
理性的方式表達，不能動不動就衝擊圍堵，甚至訴諸暴力，
對學校管理者施加壓力，以達到目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
種暴力，能夠以所謂正當理由去掩蓋其破壞本質。暴力手
段不能成為學校、學生表達意見的「常態」，以暴力脅迫
他人就範，不僅不獲社會認同，更與民主、自由的信念背

道而馳。香港的年輕人應懂得理性分析，不要被激進暴力
文化牽走。

暴力衝擊損害院校自主
近年，本港的激進勢力，為了達到他們想要的效

果，不斷挑起事端，擾亂社會穩定，以此作為爭取手
段。結果令到違法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越演越烈，擾
亂香港的和諧穩定，阻礙香港平穩發展。「佔中」期

間，有人提出違憲違法的「公民抗命」，公然煽動以
違法手段爭取「真普選」；「佔中」之後，港大學生
會刊物明目張膽鼓吹「港獨」，被特首梁振英點名批
評，梁特首更呼籲社會應保持警惕，不要為歪風邪氣
所誤導。但是，本港有政客，包括港大的所謂學者，
不但不譴責這些違法亂港的言論，反而火上澆油，庇
護這些歪論，唯恐天下不亂。
港大學生衝擊校委的行為不僅觸犯港大校規，更無

視法律法規，將暴力鬥爭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學生輕
視觸犯法律的後果，以為打「擦邊球」無傷大雅，甚
至認為是「爭取公義」的「英雄所為」，可以不惜
「以武制暴」。受這種習非成是的思潮左右，少數學
生的行為越趨激進，催生更多暴力，反過來又惡化社
會風氣，造成惡性循環。大學生即將步入社會，成為
建設社會的棟樑，肩負重任，盲目參與暴力鬥爭，對
社會建設毫無益處，更會自毀個人前途。教育局、學
校以及家長都應對事件表明態度，加強對學生的溝通
教育，做到是非分明，明辨對錯。

加強法治教育明辨是非
大專院校應加強法治教育，教育學生做到知法守

法。香港是一個法治嚴明、守
法知禮的社會，這也正是香港
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
條件。雖然去年違法「佔中」
對香港法治造成一定衝擊，但法治作為香港最重要的
關鍵因素，仍然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青年學生不
僅要學習法律，了解法律，更要自覺遵守法律，維護
法治的莊嚴和權威，共同維護香港尊重法治的社會傳
統，為保持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打造一個和平理性的
社會氛圍。
社會不能容忍暴力，即使犯事者身為學生，也要為

自己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劉遵義教授就指出，如
果這些暴徒再次不受懲罰便了事，就會鼓勵類似的行
為在其他地方發生，被用以爭取不同的訴求，那麼香
港就會變成真的無法管治。香港經歷了違法「佔
中」，社會對暴力行為深惡痛絕，暴力無論被包裝得
多麼完美，有多高尚的藉口，暴力就是暴力，不會帶
來任何正面效果，只會有破壞無建設。香港現在強調
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展需要安穩的環
境。社會各界應積極發聲，譴責反對派藉機生事煽動
激進暴力，還校園、還香港一個清淨。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暴力衝擊校委應譴責 尊重法治價值須堅守
激進政治勢力又在校園興風作浪。近日港大校委會討論任命副校長一事，在反對派教唆煽

動下，有港大學生突然衝入會議室，粗暴圍堵校委，導致場面混亂。校委盧寵茂在混亂期間

腿部受傷倒地，學生不但阻礙救護，更向盧寵茂扔水樽。著名學者劉遵義教授專門撰文批評

當晚搞事者是「被寵壞的小混蛋」，並指出「作為一個以法治為榮的城市，香港能夠，也應

該，按照符合法治的要求辦事。」港大任命副校長屬校內事務，應遵循自主原則，由校委商

討並經既定程序推選出來，完全合法合情合理。反對派煽動少數學生粗暴干預港大事務，破

壞院校自主，更視校規、法治如無物。激進學生無法無天、目無尊長，是極其危險的行為。

政府與社會各界、尤其是教育界、法律界應對此作出嚴肅回應，譴責暴力行為，防止事件造

成的惡劣影響氾濫。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提升香港競爭力

政改工作告一段落，特首梁振英及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都指出，香港應該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也符合廣
大市民的期望和利益。近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見本港商界的訪京
團時亦強調，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
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是由經濟地位和實
力決定的，而不是靠所謂民主紛爭和街
頭政治。因此，除了集中力量發展經
濟，還必須解決好香港的房屋、就業等
問題，改善民生。

專注發展經濟民生為民謀福
香港近年過於政治化，政爭曠日持久，

議會「拉布」和「不合作運動」司空見
慣，不少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重
大項目均受到不必要的阻礙。過去幾年，
特區政府所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幾乎都要拖
到最後一刻才能過關，多次導致「財政懸
崖」。2013年至2014年，27項工程撥款
項目遭遇「拉布」，導致工程平均拖延半
年才開展，項目費用因而增加25億港
元。香港目前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住房緊
張，而政府去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卻
因遭到重重阻力而寸步難行。討論了3年
的創新科技局，因為立法會的拉布阻礙，
就是議而不決，撥款始終不獲通過，香港
的創新發展明顯落後於新加坡、深圳等競
爭對手。
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已明顯落後於主要競

爭對手，學術機構公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
排名中，香港首次被內地城市擠到了10
名之外。受「佔中」、「反水客」為名的
趕客行動拖累，已令香港「購物天堂」、
「好客之都」的美名受損。6月，赴港旅
遊的內地自由行遊客減少了一成，國際遊

客也減少了6.2%。而從去年3月開始，零
售市場業績就一改過去10年的良好態
勢，出現令人擔憂的跌勢。政爭太盛，累
港久矣。社會主流意見已經厭倦政爭，渴
望香港不再糾纏政爭，讓特區政府和社會
能夠專注發展經濟民生，為市民辦實事，
謀福祉。

在「一帶一路」中順勢而為
香港回歸祖國已有18年，兩地的各方

面聯繫愈來愈密不可分，香港同時擁有
「一國」和「兩制」的獨特雙重優勢，正
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競爭力的最
大動力所在。目前，國家為推動全面深化
改革，正在推出、落實一系列具有重大戰
略意義的舉措，包括備受注目的「一帶一
路」戰略。「一帶一路」主張通過推動亞
太區內國與國之間的基礎建設，達成「政
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
通」、「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等五
通，已不只是一個概念，更是一個行動綱
領，將有效推動區內的跨境經濟活動，實
現共同繁榮和諧。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的發展水平、國情、法律、文化情
況差異頗大，近年內地企業要「走出
去」，包括在「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投
資設廠，面臨的挑戰不容低估。香港是世
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又是最大的人民幣
離岸中心，擁有與人民幣有關的基礎建設
融資、投資風險管控、成熟的股權融資市
場等；另外，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
市，經濟已經充分融合進全球經濟，有非
常國際化的營商網絡和環境，特別是與海
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往歷史悠久，了
解所在國的法律法規、風土人情、商業及

投資規則；香港還
擁有大量國際化的
專業管理人才，包
括國際經濟法人
才、投資融資人
才、項目管理人
才、財務管理人
才、通信技術設備
管理人才等等。這
些都是香港的獨特而重要優勢，正好彌補
國家在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的不足，香
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順勢而為，可以
發揮很好的作用，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
動力。

做好「超級聯繫人」大有前途
特首梁振英日前撰文表示，香港已經發

展成為國家通往全球，以及世界各地通往
中國內地的「超級聯繫人」。文章稱，來
到香港也就是來到中國，但香港的各項制
度以至語言和生活習慣，比較容易和外國
接軌；香港同時得益於國家龐大的市場和
高速的經濟增長。因此，香港自然成為國
家與世界各地之間的共同平台。《2015
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4年，香港
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較2013年增長
39%，達1,030億美元，首次名列全球第
二名，僅次於內地的1,290億美元。在對
外直接投資流出金額方面，香港同樣名列
全球第二名，金額達到1,430億美元，僅
次於美國的3,370億美元。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日前表示，
「一帶一路」是香港的戰略機遇，因為香
港製造業有轉移到內地的經驗，現在，香
港可以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服務業的優勢，
幫助中國企業轉移到其他亞非國家。事實
說明，香港仍是當之無愧的「超級聯繫
人」，優勢無法取代。
「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使香港獲

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只要香
港社會停止內耗，同心發揚獅子山下精
神，拚搏向前，經濟前景仍然光明，大
有前途。

進入後政改時期，香港社會各界期望發展的重心轉移至經濟民生方

面。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一國兩制」方針，最大的機遇是國家的蓬勃

發展，香港應該抓住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性部署所帶來的寶貴

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固有優勢，為國家的發展多作貢獻，同時培育

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日前，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有關任命
學術人事及資源副校長（下簡稱「學副」）事
宜。其實在前次會議中，校委會已投票決定先任
命首席副校長（下簡稱「首副」），再任命學
副。然而當校委會決定公佈後，支持法律學院陳
文敏教授升任學副的各界人士群起反對，港大學
生會並聲言圍堵會議廳，向校委會施壓。結果在
部分校委要求下，主席梁智鴻決定再次討論此項
決定。
7月28日傍晚，當校委會決定維持上次會議的

決定後，數十名群眾，包括學生會成員及校外人士，衝入會議廳並禁止
各委員離開，要求他們接受質詢。混亂中，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教授
因撞傷右腿舊患而倒地，在救護員設法將他抬離現場送院時被群眾阻止
近一小時，並被投擲膠水瓶。校委劉麥嘉軒感不適欲離開會場，卻遭群
眾攔截達半小時，其間要求她下跪求饒才准她離開。而學生發展及資源
中心主任高永賢在維護麥氏時，遭到襲擊並留有傷痕，連衣服亦被扯
爛。
作為港大的資深校友，看到母校遭逢遽變，內心非常悲憤。港大立校
百年，先賢艱苦經營，如今成為舉世知名的學府，成就得來不易。然而
近年來，政治之手悄悄伸入校園，令學校成為政治勢力奪權的戰場，校
譽受損，焉不令人痛心？看港大校徽上「明德格物」的校訓，沸騰的
心漸漸澄明起來。是的，我們要看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事實理據，然
後根據良知判斷，才能辨明是非對錯。
陳文敏教授是學副的熱門人選，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了。陳氏在去年非
法「佔中」前後，被揭發處理一筆經「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遞交的隱名
但作指定用途的捐款時，未有依照正確程序。此事傳出後，社會嘩然，
有人據此向廉政公署舉報，港大內部亦立案調查，呈交校委會的報告批
評陳氏「做法偏離預期水平」，此報告已被校委會接納。這在陳氏的行
政工作上，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污點，而學副卻正正是一個行政職位。校
委會考慮任命學副時，能不考慮這個污點嗎？
社會普遍認同學術自由極其重要，外人應尊重大學的行政自主權，以
免財團、政黨或政府干預校政。然而在今次事件中，處處可見政黨干預
校政的證據。首先是會議前，不少反對派政客，及親反對派媒體已不斷
向校委會施壓。而在會議當天，衝擊會議廳的幾十人當中，除了部分是

學生外，大部分是校外人士，當中有幾位是隸屬公民黨的政治人物。若非有這些校外
人士「撐場」，衝擊會議廳的人當會少得多。這說明衝擊行動根本得不到多數學生和
教職員的響應。而政黨人士（尤其是公民黨）的介入，至為明顯。為甚麼會如此呢？
我相信這和陳文敏教授本身是公民黨黨員恐怕有點關係吧？這其實也點出新問題，就
是政黨中人，應否被任命為大學的最高管理層？兩者身份會否有矛盾？對大學的獨立
性會不會有影響？
群眾以武力阻止校委會成員離開會議廳，連受傷需要送院的成員也不放過，部分委
員更遭到襲擊，或持續羞辱，身心備受創傷。這種行為，不論動機說得多麼好聽，都
是極不合理，不道德，甚至是犯法的。然而校長馬斐森卻指警方進入校園，令人遺
憾！我想請馬斐森校長捫心自問，他這番話，配得上港大校徽上的拉丁文校訓「Sa-
pientia et Virtus」（即：智慧與品德）這幾個字嗎？

彭
芷
君

金
紫
荊
女
企
業
家
協
會
主
席

政改結束後，特區政府多次強調將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筆者是完全同意的，我相信
這更是社會的主流意願。事實上，早於香港糾纏
於政制發展的時候，國家級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
學院已發佈了《2015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
書》，顯示深圳的競爭力已超越香港，成為全國
競爭力第一的城市，而香港更被評為：「守成有
餘，創新不足」。
競爭無處不在，城市之間同樣存在競爭。一
直以來，本港社會長期糾纏於不同的政治爭端，
以剛結束的政改爭議為例，紛亂足足持續了兩年，去年的「佔領行動」
亦癱瘓社會逾兩個月，大大地撕裂了香港，耗費了特區政府無數的公共
行政資源和精力。如此又怎樣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全球化
的劇烈競爭環境下，競爭對手是不會坐等或禮讓香港的，所謂「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停滯不前的結果就是逐漸被超越和邊緣化，長此以
往，這一代或下一代的生活水平難免會被衝擊拉低。眾所周知，香港是
當前世界上最繁榮和發達的地區之一。這份成就，是幾代香港人拚搏而
來的成果，而我們又希望下一代生活在怎樣的香港？是一個蒸蒸日上、
充滿生機的香港，還是一個持續走下坡，暮氣沉沉的城市？這值得引起
全社會的深思。
歷史和國際經驗早已驗證，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經濟穩定，試問哪家
投資機構願意到政治不穩定的「示威之都」大量投資和設總部？一個經
常爆發大型騷亂的地方，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嗎？故此，處理好政
治紛爭，絕對是香港「再起飛」的關鍵所在。留意一下《藍皮書》的報
告，社科院認為香港正面對缺乏新經濟增長點和新興產業發展緩慢的問
題。社會的經濟支柱行業長期以來過度集中及一成不變，青年人缺乏多
元出路，政府和商界對創新產業的支援不足，青年受制於高昂的租金問
題壓抑了創業熱情，都是老掉牙的舊問題了。如果全社會繼續放任問題
繼續惡化，就會導致全社會均輸的局面。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制度優勢是獨一無二的，既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以英語和中文為官方語言，採用普通法法制，資訊流通，港元可自
由兌換成國際貨幣，出入境方便，這些都是內地城市難以比擬的優勢；
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比較起來，香港又享有國家的政策扶持，有中國
的背景優勢。何況，在「一帶一路」的大國策下，國家未來對融資需
求，以及各項專業服務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大，將可為香港帶來大量機
遇。所以，我們無須對香港失去信心，只要對準問題，社會齊心一意謀
發展，香港依然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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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發言人林冠
華日前燒炭自殺，事件震驚台灣及國際之
餘，也直接為香港無日無之的社運學運敲響
了黑色警號。
「學民思潮」這個自稱是中學生自發組織

的社運團體，每年營運資金卻過百萬，並有
律師及核數師提供義務服務。其藉「反國
教」一炮而紅，到去年「佔中」一役時，學
聯學民成員成為「佔中」的主要領導組織及
發言組織。中學生、大學大專生參與社運學
運，儼然成為現今世代最為時髦的事。可惜

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不論性質如何，
輕重大小，這批從未踏足社會，毫無實際工
作經驗的未來社會棟樑只懂得以「鬥激鬥出
位」的方法來表達訴求。
眾所周知，香港的社運學運是直接取經於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台灣今天有學運青
年為理想「殉道」吸引全球目光，難保自詡
「生於亂世有重責任」的港青不會緊隨台青
的後塵，一時「熱血上腦」，以死亡來換取
成為新聞頭版的光環。
回顧兩個月前，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

夕，警方於蠔涌廢棄廠房搗破了本土派組織
「全國獨立黨」（NIP）製造和試爆炸彈的
陰謀。公民黨不譴責極端組織的極端行為，
還迫不及待地為極端行為辯護。毛孟靜認為
是「插贓嫁禍」，梁家傑則質疑造炸彈「炸
邊個」。但如果激進分子有半點理性可言的
話，違法「佔中」「鳩嗚」等暴行根本就不會
發生。公民黨作為「佔中」主要推手之一，
毛梁企圖包庇、縱容、煽動激進分子及「社
運仔」的瘋狂行為實在令人側目。
就算放下「炸彈黨」這等極端例子不說，

後「佔中」期出現的那些「進步青年」組成

及壯大的激進團體如「熱血公民」及「本土
派」組織，多次於港九新界各處進行「鳩
嗚」、「反水貨客」等擾民行動，暴力程度
一次次升級。更不幸的是，連高等學府的青
年學生也相繼往「廢青化」的死路邁進。前
有中大學生會會長王澄烽發表「假如把汽油
彈擲向警察和『反佔中』人士等同擲向機
器」，此等令人不寒而慄的「豪言壯語」；
近有港大學生會馮敬恩帶領大學生「以武制
暴」，蜂擁而上暴力圍堵、衝撞校務委員的
事件。「暴力抗爭」的種子，早已埋在香港
少數青少年及社會失敗者心底，並等待發
芽。
歸根結底，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到

「雙學」「佔中」，後來的「鳩嗚」、「反
水貨客」等等暴力衝擊行動，到底誰讓一部
分的青少年由此變為瘋狂的一代，甘願把青
春浪費在自以為正確的社會抗爭？政棍學棍
從來只會煽動別人的子女上街，成為他們的
免費政治工具，為他們爭取政治利益和本
錢。守護孩子，由自身開始。莫要待警局或
醫院來電，才知道自己的子女已成為反對派
所謂「民主」的犧牲品。

守護孩子遠離社運學運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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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委會會議被搗亂的混亂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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