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民潮歌「知功過」
香港大學淪「大鑊」

A11 政情與評論

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新華社訪
問，談論增加建設香港的房屋、如
何利用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戰
略，並指出，立法會議員拉布阻礙
香港發展。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認
為，香港發展的最大阻力是梁振英
自己，指梁振英「搵交嗌」和「撩

交打」。凡是特首梁振英提出來的發展大計，梁家傑
必然反對，他千方百計阻礙施政，激化矛盾，還反咬

一口，說梁振英「搵交嗌」和「撩交打」，其實，梁
家傑才是逢政府必反、逢中央必反的「搵交嗌」專業
戶。
梁振英表示，考慮設立專門機構，進一步配合推動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為國家發展盡一分力，同時
亦為香港的企業找到發展的機遇。梁家傑第一時間就
跳出來反對這些計劃。他又搬出了陳年老調，「香港
發展的最大阻力是梁振英自己」，指梁振英「搵交
嗌」和「撩交打」。反正凡是梁振英提出來的，有利

香港發展的政綱，有利加強和內地經濟合作的戰略，
梁家傑、公民黨必然會反對，卻還要賊喊捉賊，說梁
振英「搵交嗌」、「撩交打」。
港人會問，為什麼梁振英搞創新科技局，會被說成
是「搵交嗌」？梁振英說要增加房屋的供應，穩定樓
價，怎麼又是「搵交嗌」？梁振英配合國家的「一帶
一路」戰略，發展總部經濟，發展香港的債券市場，
發展香港的優勢產業？這又是「搵交嗌」？很明顯，
「搵交嗌」的不是別人，而是梁家傑和公民黨。內地
旅客訪港個人遊、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都是有
利香港的項目和建設，梁家傑一樣要反對，一樣要
「搵交嗌」。
梁家傑、公民黨「搵交嗌」的背後，隱藏了一個陰

謀，他們要破壞「一國兩制」，首先就要破壞香港的
經濟和民生，以證明「一國兩制」不會成功，所以千
方百計阻礙、破壞一切有利香港的經濟民生建設。香
港加強和內地經濟融合，開拓內地市場，梁家傑當然
一律反對。理由很簡單，梁家傑要執行外國老闆交付
的任務，任何有利於內地和香港的事情，他們都要製
造爭論，製造對抗，長期糾纏，長期反對，讓任何建
設都做不成。香港經濟發展停滯，民生不能改善，梁
家傑、公民黨就有大條道理指責特區政府管治不了香
港，「一國兩制」宣告失敗，他們更可以利用經濟不
好刺激市民怨氣，把水攪渾，煽動港人反對特區和中
央政府，掀起比「佔中」更大的動亂。這就是梁家傑
「搵交嗌」的企圖。

梁家傑才是「搵交嗌」專業戶 蕭 何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5年8月10日（星期一）

港大校委會被衝擊事件仍受各方關注。港大校長馬
斐森發出公開信，強烈「譴責任何一方在任何情況下
的暴力行為」，又指「校方如找到任何刑事證據，必
定向警方舉報」，稱「任何人擁有證據，亦應該直接
向警方舉報。」多名校委通過電郵對馬斐森未能保護
校委安全表示批評。創興銀行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梁
高美懿不認同馬斐森稱事件不涉刑事的說法，校委劉
麥嘉軒質疑校方為何不早早報警，亦不認同馬斐森對
警方到場表示遺憾的說法。盧寵茂教授則形容事件是
「基真翻版」。

反對派欲把校委會變成「橡皮圖章」
港大校委會審議副校長任命事宜期間，有激進學生

衝入校委會會場，阻撓會議進行，有人使用武力阻止
校務委員會成員離開，有人扯校委和工作人員的衣

服，不允許他們離開，並且用粗言穢語長時間辱罵，
結果有校委受傷。學生的行為帶有明顯的暴力性質，
校委的安全已經受到威脅，校委會的正常秩序被破
壞，執法部門有必要進行調查，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秩
序，保證不會發生同類事件。

但是，由於校方高層對學生的暴力行為沒有採取有
力的制止措施，讓暴力分子有恃無恐，結果弄出了
「拳頭在近」的局面，校委不聽從學生命令，不向學
生屈服，名譽有損事少，更可能人身安全都難保。港
大學生會的主席不是已揚言，校委會不回應學生的要
求，類似的衝擊陸續有來。校委會正常運作受到暴力
干擾，校委不能獨立自主作決定，出現學生圍攻老師
的惡劣現象，校委袁國勇心灰意冷，已經辭職，不敢
再當校委。校委若擔驚受怕，爭相辭職，正中暴徒、
反對派的圈套。他們就是要搞文攻威嚇，剝奪校委會

的自主權，讓校委會變成反對派操控的「橡皮圖
章」。反對派想捧陳文敏當副校長，校委會就要「識
做」，如果不「識做」，就會遭到暴力對待，不僅讓
校委受到語言暴力的蹂躪，被人駡「可恥」，人格受
到侮辱，還可能遭到長時間推撞、圍堵，即使受傷也
不讓送醫院搶救。

彰顯法治 遏止違法暴力
堂堂港大百年高等學府，被弄成暴力橫行、斯文掃

地的「批鬥大會」現場，嚴重衝擊香港崇尚法治、文
明、理性的核心價值，對社會風氣造成極大的破壞，
更敗壞年輕人的道德。中小學生有樣學樣，以為靠惡
靠人多是現在最流行的風氣，是表達意見的方法。香
港的下一代將會成為無法無天、蔑視法治的一代。為
了挽救孩子，必須要用法治的手段遏止違法暴力行
為，反映在香港任何人使用違法暴力的手段，都會受
到法律的制裁。香港沒有特殊公民，沒有人可以凌駕
在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犯了法，就要受
到司法機關的追究。

對暴力不能姑息縱容，更不能迴避屈服。令人費
解的是，出現學生襲擊校委會事件後，校方高層居
然提出「以後校務委員會開會考慮轉換場地」的建

議，這是「逃跑主義」，將助長暴力激進學生的囂
張氣焰，助長用拳頭說話的歪風邪氣，進一步踐踏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轉換會場，是否意味着，校
方高層認為，暴力學生惹不得，背後煽動的政黨更
不能得罪，校方不要再惹是非，以求息事寧人。向
暴力投降，向惡勢力示弱，學生和政客就會善罷甘
休嗎？轉換了會場，學生就找不到，就不會衝擊了
嗎？校方未免太天真，太低估了學生和反對派政黨
的能耐了。校委會一日不滿足學生和政黨的要求，
港大一日休想安寧。

所以，很多港大校委並不認同「校方如找到任何刑
事證據，必定向警方舉報」的說法。這是完全違反香
港的司法慣例。難道香港市民在街上被人辱罵，被人
打倒在地，還要自己掏荷包請私家偵探進行調查，找
到證據，才去報警嗎？當然不會。普通市民一定第一
時間報案，讓警方去調查施暴的兇徒。找到證據才去
報警，實在是緩兵之計。這猶如陳文敏違反校規，隱
瞞收受不明捐款，校方仍然採用「調查」的手法拖
延，就是不處罰一樣。拖延的結果，就是讓反對派有
機可乘，搞風搞雨，顛倒是非，反指校方拖延陳文敏
的任命是受到政治壓力。最後是非不分，違法亂紀的
人可能反受重用，校委會被廢除武功。

高天問

香港大學出現無法無天的事件，同校長馬斐森優柔寡斷，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維護港大

尊嚴、保障校委安全有關。如果馬斐森一早就報警，請求警方保護校務委員會成員的安全，

制止學生暴力衝擊，就不會發生校委被禁錮、受傷受辱的場面。如果向暴力投降，向惡勢力

示弱，只會助長激進學生的囂張氣焰，助長用拳頭說話的歪風邪氣，進一步踐踏香港的法治

核心價值，校方絕不能息事寧人，姑息縱容違法暴力之徒。

追究暴力學生勿優柔寡斷 絕不能向惡勢力屈服

【編者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出品的《香港
傳真》， 聚焦香江熱點話題，對話新聞當事人。《香港
傳真》每周日晚7時30分透過中國新華電視中文台（香港
地區：nowTV 369頻道）播出。本報逢星期一獨家刊載
文字版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近年來，中國跨境電商發展勢頭強勁，而在國家大力推
進「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許多沿線國家看好中國市
場，海外需求回暖，為跨境電商提供了利好條件。全國政
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新華集團主
席蔡冠深在接受《香港傳真》專訪時表示，「跨境電商已
迎來行業風口。香港若不參與其中，將被邊緣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7
月21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訪京團全體成
員，作為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的蔡冠深就香港未
來發展向張德江提出建議，希望中央政府能將建立粵港間
「跨境電子商務中心」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蔡冠深
解釋，「跨境電商既能成為香港經濟新增長點，又能帶動
香港物流業升級，更能激發年輕人創業創新潛力，也能解
決部分的水貨問題。」

蔡冠深認為，雖然跨境電商在港
起步較晚，「通達」優勢將幫助香
港實現彎道超車，如從國外進口的
貨物，若數量不足無法進入內地，
可先經香港整合包裝，再通過香港
跨境電商進入內地。「貨物安抵香
港就等於到達內地。此外，香港有
嚴格的監管制度，若貨物在中間環
節出現掉包，一定受到法律懲
罰。」蔡冠深同時呼籲，特區政府
海關、稅務等部門應研究政策予以支持跨境電商產業發
展。
蔡冠深指出，放眼全球，跨境電商市場空間巨大。他

鼓勵香港青年人勇敢加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行列
中，成為跨境電商的行業弄潮兒。「不少香港年輕人已開
始在電商領域創業，但如果只針對700萬市民，是發展不
起來的。跨境電商是面向全國和全世界的，香港年輕人創
新能力強，一定會想到不同的運營模式。更重要的是，年
輕人能看到發展前景，專注事業發展。這對個人、香港、
國家都好。」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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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跨境電商浪潮港若缺席恐邊緣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

工商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工商界專題
講座，透過邀請不同企業代表和逾百位工
商界人士分享有關在企業上的實戰經驗，
冀能為有志於相關行業及開拓內地市場者
帶來建議。黨主席李慧琼希望該黨未來繼
續努力，舉辦不同的活動，為更多不同階
層提供服務，讓香港整體市民獲益共贏。
李慧琼昨日在其個人社交網站上透露，

該黨的工商事務委員會昨日首次舉行以
「善用創新宣傳 開拓無限商機」為題的
「工商匯」專題講座，更邀請到Google香
港和臻昇傅媒代表，與170多位來自工商
界的參與者分享網上宣傳計劃及跨境電商策略和實戰
經驗。對首次舉辦活動時已吸引過百名參與者，令她
及該黨感到非常鼓舞。

李慧琼盼全港獲益共贏
她並引用科學家愛因斯坦的話"Logic will get you

from A to B. Imagination will take you everywhere"，帶出

「二十一世紀是個講求創意、創新的時代」，「一個
成功的概念往往需要通過無數個人的經歷、外界的刺
激、客觀環境的配合才能誕生及順利地實踐。」她認
為，香港企業在過去幾年雖然對開拓內地市場的興趣
有增無減，「但說的多、做的少，成功的更少」，故
希望民建聯在有關方面繼續努力，為更多不同階層提
供服務，讓香港整體市民獲益共贏。

香港向有產業失
衡之弊，社會一直
知道問題所在，多
年來疾呼產業多元

化。經濟發展委員會提出香港未來發展四大具潛力
的行業，分別是航運業、會展及旅遊業、高科技及
文化產業、製造業。雖然數碼經濟、香港科技園、
創新科技基金等多項高科技措施相繼出台，本港的
科技發展對比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仍然落
後。
根據立法會2014年7月促進數據經濟諮詢文件

中，香港有16,800間資料及通訊科技公司，截至
2012年，業務收入達12,540億港元，只佔本地生產
總值6.2%，反映科技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偏低。目前
青年問題備受關注，大家擔心經濟發展緩慢，年輕
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其實創新及科技正是
年輕人的機會，香港科技業的改革創新工作實在刻
不容緩。

港「天時地利人和」全具備
事實上，香港具備大量科技人才，有完善的基礎

設施如數據中心、雲端平台等；加上政府與內地推
廣「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進行技術交流及技
術合作，推動電子認證及電子商務在本港發展，實
在是「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政府除了撥款支持
科技企業外，可考慮投資大型科技設施，如醫療設
備和藥物研發。
醫療研發技術對本港發展有極大好處，研發過程中

可邀請其他國家投資和作技術交流，香港生產的醫藥
產品和技術有信心保證，研發成功的醫藥可向全球銷
售，以增加政府庫房收入。政府成功研發醫藥配方和
技術，可傳授給中小型科技企業，讓中小企業獲得政
府資助外，更可與政府技術合作和互補，加速本港的
科技業多元化發展，緊貼全球科技水平。
與此同時，亦能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醫療開支

增加問題，也可增加本港的科技人才就業機會，有
助於本港的科技技術和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銷售，建立香港
品牌和形象，帶動藝術文化、時裝、電影電視等科技化，促
進香港旅遊業發展， 因此，政府應大力推動高科技發展產
業，發展四大具潛力的行業，改善金融單一問題，促進香港
多元產業發展，互利共贏。

■張思穎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兼民政事務副發言人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大鑊》是由網民「牆紙林」以改寫《學
生哥》及錄音製成的，歌詞盡是揶揄早前

港大學生會衝擊校委會，及涉嫌非法禁錮校委一事，
歌詞包括「學生哥，咪衝擊囉，有大學讀就咪dum
波，顧住校董會KO YOU啊，連學籍也都冇咗」，
「咪再亂嗌嘥氣力，常犯事態度過激」 ，「學生
哥，要知功過，承認罪行革命過火」，「學生哥，要
尊師囉，你哋係咪信念錯咗」等。

MV配上馮敬恩「以武制暴」狂言

在歌曲的MV中，「牆紙林」更配上港大學生會會
長馮敬恩所謂「以武制暴」的狂言，及教協立法會議
員葉建源在衝擊事件備受批評後試圖卸責的改圖。
「牆紙林」向傳媒透露，自己師承天皇級歌星，曾
經得過歌唱比賽亞軍，有8年舞台演出經驗，客串多
位歌星演唱會，也曾多次創作改編歌曲，部分更被華
語唱片公司採用。搞笑的是，當年會考中文科是不合
格的F級；年初「林」有份創立街唱隊伍「香港人唱
好香港」，以歌聲宣揚社會和解。

他表示，圍堵事件後翌日早上觀看電視新聞片段，
對學生的暴力行為感到很過分，故馬上便爆發靈感改
編創作，並只花了一個下午便已完成改寫及錄音工
作。他直言，想不到作品出街後，社會迴響那麼大，
一天點擊次數已經超越3萬，更笑稱「牆紙林」這網
名一夜成名。
被問及「林」會否繼續以社會問題二次創作，

「林」表示將陸續有來，希望更多香港市民能把不滿
以歌聲抒發，代替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生

哥，要知功過，承認罪行革命過火！」香

港大學學生會成員暴力衝擊校委會引起公

憤，一首由舊曲《學生哥》改編的「惡

搞」潮歌《香港大鑊》因揶揄早前部分港

大學生涉嫌非法禁錮校委一事，在社交網

絡火速竄起，一天點擊次數已經超越 3

萬，網民「牆紙林」更因而一夜成名。他

強調自己並無政治立場，只是不值學生暴

行而「惡搞」創作批評。未來，他會繼續

以社會問題二次創作，希望更多香港市民

也能把不滿以歌聲抒發來代替對抗。

■蔡冠深

■民建聯工商事務委員會舉辦「工商匯」專題講座。冀能為有
志於相關行業及開拓內地市場者帶來建議。

■《香港大鑊》由網民改寫《學生哥》及錄音
製成，一天點擊次數已經超越3萬。

■歌曲MV配上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在衝擊事件備受批評
後試圖卸責的改圖。

民記民記「「工商匯工商匯」」談創新談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