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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拯救學子」反政治侵校園
街站網站蒐簽名師生撐場 促教協葉建源交代煽「佔」

■「拯救學
子」團體由
本 月 初 開
始、連續第
四個周六設
立街站，反
對教協和別
有用心的政
客將本港校
園政治化。
彭子文 攝

■任職中學體育老師
的林先生表示，教育
不應該帶有政治傾
向。 彭子文 攝

■「保普選
反暴力」大
聯盟發言人
周融昨日亦
到場支持，
他指，不可
以再讓教協
及一些有政
治立場的老
師繼續荼毒
學生們。
彭子文 攝

■小三學生呂詠瑤表
示，學校內不應有暴力
事件。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校務委
員會上月底開會討論副校長任命事宜，遭到包
括學生在內的激進人士暴力衝擊，部分校委更
疑遭非法禁錮。校務委員會將於周二(25日)再
開會，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透露，目前仍在
物色會議場地，最重要是確保學生及校委會成
員安全。他表示，明白委任副校長有迫切性，
不論校長或高級行政人員都希望儘快有正式的
工作團隊，但強調校委會要按程序處理。

要保證學生校委會成員安全
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風波持續未了，梁智鴻

昨日向傳媒表示，校委會開會是每月要做的
事，應該要在學校範圍內開會，但開會必須要
考慮到委員及學生的安危，「經過上次的運
作，除了我們的學生之外，尚有一些外面的人
進來。我要百分之百保證學生、校委會成員的
安全，所以整個團隊要去看在哪個地方開會，
怎樣運作開會才安全。」
對於本月內能否公佈首席副校長的人選，梁

智鴻回應指，校委會要按程序處理，明白很多
人質疑為何要等首席副校長上任，才決定副校
長人選，但強調兩者的工作息息相關，因此校
委會認為首席副校長應給予意見。
梁智鴻續說，校委會今年6月開會時，校長

馬斐森曾表示可能在8月份會有首席副校的人
選，但校委會至今仍未知道有何人選。不過，
倘本月未有人選，會否仍然要等首副上任才作
決定，他強調，不論校長或高級行政人員都希
望儘快有正式的工作團隊。

校友關注組昨聚頭「集思」
另一方面，由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牽頭

的「港大校友關注組」，昨日下午舉行聯署人
集思會，討論港大遴選副校長的最新情況，以
及如何回應校委會決定等。出席會議的包括葉
建源、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公民黨主席余若
薇、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港大學生會
會長馮敬恩、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

葉建源在會前聲稱，關注組會以和平方式向校委會成員
遞交信件表達意見，但規模會較小。葉建源又揚言，仍然
希望促成校內各方會面，討論副校長任命，認為現時各方
反應正面，但相信不能在校委會下周開會前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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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反對派看閱兵
曾鈺成：中央有準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中央政府邀請部分反對派

人士出席下月的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包括「民
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立法會議員李國麟及民主黨成員
狄志遠。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認為，若有更多人出席這
盛事會更好，希望日後有類似機會時，能有更多議員獲
邀，但中央一定不會邀請要推翻自己的人。
曾鈺成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像閱兵這樣的盛事，若可

讓更多市民、甚至更多立法會議員出席就更好。被問到會
否因反對派反對中央，中央就沒有邀請大部分反對派中
人，他說自己不會這樣猜測，而活動的主人家邀請誰人有
其準則，希望日後有類似機會時，能有更多議員獲邀。
對於有反對派組織宣稱被人「利誘」，在年前區議會選

舉中於指定選區出選，以分薄主流反對派選票，曾鈺成表
示，如果有任何人威逼利誘其他人參選或不參選，已是違
法，相信有關部門會嚴謹執法。被問到出現懷疑「種票」
個案，他認為任何制度不論如何完善，都可能有人故意或
無心之失下違反制度，但只要能查出或更正就沒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去年
多名反對派人士被揭發收受「禍港四人
幫」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的
鉅額捐款以來，香港的「黑金」醜聞越
揭越多，本報日前更揭發香港大學收取
與「佔領」行動相關的款項，總數與其
早前發表的報告所列相差達20萬元。
「反黑金關注組」昨日開始收集市民簽
名，表達對「黑金」歪風的反感，並促
請廉政公署加快對有關案件的調查進
度，履行肅貪倡廉的使命。關注組又不
滿涉嫌違規收受捐款的議員及機構解釋
不清，要求他們公開、如實交代。

關注組設街站揭「黎水」捐「佔」
「反黑金關注組」成員昨日在灣仔港

鐵站外設置街站，收集市民促請廉署儘
快調查「黑金」案件的簽名，並向市民
派發黎智英近年的捐款摘要，及羅列反
對派要員在「佔領」前後角色的單張。
關注組在單張中慨嘆「江山代有漢奸
出」，反對派在收受黎智英的捐款後，
就窮兇極惡地為遏制自己的國家而衝鋒

陷陣，並批評大灑金錢的黎智英儼如反
對派的總指揮，支持反對派反國教、反
政改、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違規捐款
行為摧毀了香港的法治基石。

籲廉署肅貪倡廉莫「嘆慢板」
關注組指出，廉署於調查有關案件時

「嘆慢板」，至今仍只有一些「搜證
中」的回應，及邀請一兩個人「飲咖
啡」的門面功夫，卻未見有任何涉案人
士被落案起訴，呼籲廉署履行肅貪倡廉
的使命，無懼政治阻力，加快調查進
度。關注組召集人黃引祥表示，關注組
及其他團體、人士早在一年前已向廉署
舉報，但至現在「佔領」結束、政改討
論完結，廉署仍無任何實質行動，故希
望收集簽名遞交予廉署，敦促他們抓緊
時間，起訴有關人等。

質疑港大未清楚交代「佔中混賬」
黃引祥又提到本報日前的報道，指港

大有記錄收取與「佔領」相關的款項總
數，比校方早前公開的少約20萬元，認

為港大應該清楚解釋該差額的來源。對
於港大僅以「報告及相關文件已公開」
來回覆本報查詢，他指市民會對港大有
關做法反感，質疑大專院校高舉「公
平、公正、公開」等原則，但在實際行
為方面卻有落差。

黃引祥續說，關注組會繼續到涉嫌違
規收受捐款的議員的辦事處，要求他們
如實交代「黑金」的來龍去脈：「我哋
想畀機會佢哋解釋……（早前）有啲話
『袋住先』、有啲話唔知點得嚟、有啲
就賴老公，藉口多多。」

李慧琼：社會分裂嚴重 區選形勢難料

市民簽名促廉署加快查黑金

■「反黑金關注組」成員在灣仔港鐵站外設置街站，收集市民簽名促請廉署儘快
調查「黑金」案件。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今年
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是「佔領」行動
及政改後首場大型選舉。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昨日認為，香港社會在「佔領」及
政改後的分裂前所未見，難以預料區選
形勢。對於出現懷疑「種票」的情況，
她表示，對當局的核查有信心，並指如
果因此就質疑是某些陣營所為，這樣會

很不公道。
李慧琼在昨日播出的電台專訪中表

示，區選是「佔領」及政改後首場大型
選舉，而兩件事中的正反兩方各有支持
者，市民的立場一定會影響區選選情。
她認為，經歷「佔領」及政改方案被否
決後，香港的社會分裂前所未見，建制
派協調也越來越難，難以預料區選形

勢。

對當局查核選民資料有信心
對於選民登記冊上被指出現一些疑似

「種票」的個案，她說候選人都會對此
很緊張，自己就對選舉事務處的核查有
信心，因當局查核過百萬選民資料，佔
登記選民人數的一半，是相當嚴謹的程

序。她相信當局會跟進這些個案，但如
果因此就指「種票」是某些陣營所為，
這樣會很不公道。
被問到建制派會否繼續用「票債票

償」作為針對反對派的選舉口號，李
慧琼表示用什麼口號是另一回事，而
反對派投票否決政改方案始終是事
實。至於民建聯若在區選慘敗，自己
會否有心理準備辭去黨主席一職，她
說自己擔當什麼崗位只是小事，最重
要是黨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進一步加強新界西
屯門區的地區服務，新民黨於屯門區設立社區辦事處，
並於昨日舉行開幕儀式。上任後首次出席政黨辦事處開
幕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強調，議員的地區工作
十分重要，期望新民黨日後可一如以往為特區政府出謀
獻策，服務地區市民。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表示，

新民黨屯門社區辦事處的啟用，象徵了新民黨對新界西
社區服務的重視，希望當區居民未來可就不同的社區問
題，積極向社區發展主任甘文鋒反映。

劉江華指議員地區工作很重要
新民黨屯門社區辦事處旨在為區內居民舉辦不同類型

的活動，包括康樂聯誼、專題講座、投訴跟進及社區支
援等，以加強居民之間的聯繫。劉江華、田北辰、新民
黨副主席潘國山、甘文鋒、屯門婦聯主席葉順興及屯門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梁偉成昨日出席並主持開幕儀式。
劉江華在致辭時表示，議員的地區工作十分重要，

因他們可掌握當區民情，適時向特區政府反映，從而
令特區政府的施政更貼近民意。他並指，新民黨無論
在立法會還是區議會一直都是特區政府的合作夥伴，
提出了不少具建設意見，期望未來可繼續保持此良好
關係。他又期望，該社區辦事處日後可大展拳腳，屯
門區居民也可多一個聚腳點。
田北辰表示，新民黨屯門社區辦事處的啟用，象徵
新民黨對新界西社區服務的重視。他並指，屯門區仍
有很多民生問題需解決，「隨屯門區人口不斷增
加，鐵路服務近年已接近飽和，特區政府需要研究解
決方案。另外，輕鐵是過時的交通工具，需要改革，
我們要求興建架空輕軌鐵路取代現有的輕鐵服務，令
市民可享受更舒適及有效率的鐵路服務。」他同時希
望屯門富健花園及新屯門中心的居民，未來可就不同
的社區問題向甘文鋒及辦事處的職員反映。

甘文鋒感謝田北辰鼓勵「入屯」
自小於九龍區長大的甘文鋒就笑指：自己在屯門區服
務之前，連元朗及屯門區都分不清楚。他感謝田北辰當
時鼓勵他到屯門區服務，如今自己的工作得到街坊及社
區人士的認同，令他更有動力繼續努力服務社區。

新民黨屯門開社辦服務新西

■新民黨屯
門社區辦事
處開幕，眾
嘉賓剪綵，
劉江華向田
北辰道賀。
梁祖彝 攝

「拯救學子」昨日於深水埗擺設街站，呼籲市民簽
名支持不要把政治帶入校園，孔小姐指，設立

街站的主要目的是反對校園政治化。她指出，去年的違
法「佔中」行動顯示，教協在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因此希望教協及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作出回
應。她又批評指，教協的有關人士涉嫌不停煽動有關人
士，把暴力政治帶入校園，希望他們澄清其教育方向、
操守及道德。

指教協曾籲學生罷課揭「佔」序幕
孔小姐續指，「教協於去年9月23日曾發聲明呼籲學生

於同月26日到添馬公園罷課，而那天正正是『佔中』的
序幕，但事後教協卻完全再沒有為此負上任何責任。」她
表示，教協做了很多事情去配合「佔領」，作為有強烈政
治立場的教育組織，會令家長們懷疑他們的專業操守，更
會擔心學生成為政治炮灰。孔認為，「教師有專業操守，
不可因自己的政治立場而隨便罷教罷課。」
對於早前的港大學生等激進人士圍堵衝擊校委會事
件，孔小姐認為，教協及葉建源是「賊喊捉賊」。她
稱：「他們一方面叫別人不要干預大學事宜，一方面又
呼籲人去圍堵學校，完全是混淆視聽，卻沒有指出(原港
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本身的操守有問題。」孔表示，
學術自由不應該包括犯法的行為，家長們把子女送到校

園接受教育，怎可以在校內進行違法的活動？因此，她
希望教協會長馮偉華、葉建源能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教聯會主席鄧飛等，出席於本月29日舉行的公開論壇，
同場討論。

周融：不可以再荼毒香港學子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亦到場支

持，他表示，不可以再讓教協及一些有政治立場的老師
繼續荼毒香港學子。他指出，「對於港大學生衝擊校委
會，我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入侵港大的事件，有一班政治
人士到校委會指指點點，這不是干涉校政嗎？這些人是
『惡人先告狀』，企圖把事情由黑變白。」周融認為，
陳文敏個人或存在品德問題，所以大家反對他成為副校
長，而不是因為他是「黃」還是「藍」。

老師同學反對校園暴力
昨日到場簽名的小三學生呂詠瑤表示，「我簽名是因

為我看到香港大學的暴力事件，我覺得學校內不應有暴
力事件。」她又指，「佔中」是不對的行為，「因為我
覺得梁振英作為特首做得很不錯，不應叫他下台。」
另外，任職中學體育老師的林先生表示，「教育不應

該帶有政治傾向，雖然我會與學生討論政治問題，但也
是想他們多角度思考，但校園不應被政治入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去年為期79天的違法「佔中」行動、早前的港大學生衝擊校委

會事件，都顯示香港校園已慘遭政治勢力入侵。為了保護香港的莘莘學子能在健康的教育環境

下成長，「拯救學子」團體由本月初開始、連續第四個周六設立街站，反對教協和別有用心的

政客將本港校園政治化，促請教協及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作出交代，並開設網上簽名，收

集市民的支持。「拯救學子」發言人孔小姐表示，截至昨午，從街站及網上共收到約3,600個

簽名。該組織會於本月29日舉行公開論壇，邀請一眾有關人士出席，回應市民的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