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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大多十分依賴
地區樁腳的支持，一個參選人的樁
腳數量多寡，將直接影響其最終得
票以及議席。在反對派中，街工梁
耀忠、民協馮檢基、新民主同盟范
國威更是明顯例子。只要他們的樁
腳穩固，即便在政治議題上失分，
要保住手上的議席都不是難事。所

以，范國威儘管表面上要走所謂激進本土路線，但他
知道手上議席究竟從哪而來，就是從一班新民主同盟
的區議員及社區幹事抬轎而來的。然而，有關情況正
在改變。

事緣早前范國威的「恩師」鄭家富因為自身律師樓
的證婚業務開始飽和，於是靜極思動，計劃明年再度
參選新界東直選。據稱鄭家富一表態再度出山，多名
新民主同盟的樁腳立即響應，當中包括沙田區議員丘
文俊及容溟舟等，他們更表示不排除退出新民主同盟
支持鄭家富云云。其實，現時新民主同盟不少樁腳原
本就是來自鄭家富，例如丘文俊曾任鄭的議員助理多
年，都是由鄭一手扶植出來。由於2010年民主黨支持
政改方案，引發鄭家富的不滿宣佈退黨，並表示不再
參選。及後他更將其所有的樁腳和地區網絡一併交予
范國威，組成新民主同盟成功將范國威推上立法會議
的寶座。當中的關鍵，是鄭家富的樁腳發功，而不是

范國威有什麼政治魅力及水平。如果當年鄭家富支持
的是「陳國威」、「李國威」，他們一樣可以當選，
范國威不過是被推上前台的棋子而已。
所以，范國威在當選後立即投桃報李，奉鄭家富為

「恩師」，甚至將「有價有市」的立法會停車場位置
給予鄭家富使用，正是由於知道其議席仗賴於人所致
也。然而，鄭家富早前卻突然表示有意再作馮婦，潛
台辭就是要范國威退位，交回手上議席，這就直接觸
及了范國威的利益，立即大力抵制，表示自己無意退
選，不論是新民主同盟核心成員以至鄭家富都不要指
望他會棄選。正是在這個時候，多名新民主同盟核心
樁腳隨即表示「擁護」鄭家富，當中意思已經很明
顯，他們支持的是鄭家富而不是范國威，現在真正
「主子」回來了，還要理會范國威嗎？
況且，自從范國威當選立法會議員之後，氣焰愈發

囂張，看不起新民主同盟一班「區佬」，更與毛孟靜
及一班激進「本土線」沆瀣一氣，組成所謂本土組
織，早有另起爐灶之意。再加上范國威的激進立場，
包括反新移民立場、挑撥兩地關係取向，都得不到地
區居民的支持，等於公然倒米，早令新民主同盟一班
樁腳不滿，但范國威卻置若罔聞，容溟舟等人早前已
表示有意退黨，正是不滿范國威所致。現在鄭家富重
新出山，隨即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相信
將有更多樁腳會離范國威而去，令其陷入眾叛親離的
境地，議席也將難保。
可以預期，范國威為保住手上議席，必將狗急跳
牆，將會更加走向激進、「港獨」路線，意圖搶去梁
國雄、陳志全的票源以補回流失的樁腳票，此舉勢令
新東出現一輪激進派大混戰，將來激進派的內鬥也將
愈演愈烈。

范國威樁腳被撬眾叛親離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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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港大副校長的任命問題，港大畢業生近日形成
了兩個陣營：港大校友組成的「支持十大院長聲明校
友組」，支持校委會作為港大的最高權力機構，有權
不受干擾任命港大管理人員；另一批以葉建源為首和
反對派所組成的「港大校友關注組」，要求校委會30
日內確認副校長任命。

香港大學有百年基業，享譽世界，港大的畢業生分佈
在世界各地，各行各業，都是各界精英。如今，香港大
學有從「學術學校」向「政治學校」轉向的危險，作為
校友，在母校的發展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校友是幹什麼的？
校友應當是學校尊嚴的維護者和學校品牌的塑造

者。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特別是像
港大這樣的百年老校、世界名校更是如此。港大的文
化凝聚為四字校訓：「明德格物」。港大從來都是把
塑造學生的品德放在第一位的，這也是港大立於不敗
之地的奧秘之一。百年以來，無論是在日寇鐵蹄之
下，還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歷屆港大學生心懷理
想，踐行校訓，歷盡磨難而矢志不渝，維護了港大的
尊嚴，為港大的校徽增光添彩。畢業之後的港大校友
同樣是心繫母校，以多種方式傳播港大的文化，使港
大的品牌、影響力、美譽度歷久不衰。

校友應當是在校學生的表率。人們常說教師「為人
師表」，教師的德行操守，對學生的影響至深。其
實，對於一所學校來說，上屆校友對於下屆校友而
言，畢業生對於在校生而言，同樣有示範作用。校友
如何立德行事？對在校學生也會產生巨大影響，校友
是在校學生的表率。

校友應當是法治精神的踐行者。香港是法治社會，
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港大校友遍佈本港各
界，比之於在校學生，他們對香港的法治精神有着更
真切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因而，校友是敬畏法
律、還是藐視法律？對在校學生都會帶來影響。港大
畢業生應當明白，法治環境優越是構成香港競爭力的
重要因素，無論是畢業生，還是在校學生都應該是法
治精神的踐行者。

「校友組」有正義感和擔當精神
大學是幹什麼的？在中華文化中，「大學」原意是

「博大的學問」，也就是說，大學是做學問的神聖之
地，是寧靜之所、一方淨土。按照西方的教育理念，
大學應該堅持「三A原則」，即：學術自由（Academ-
ic Freedom）、學術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學
術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可見，大學絕不是政
治較量的戰場。如果一所大學偏離了大學的定位，背

離了辦學的宗旨，成為政治爭鬥的工具，那是可悲而
又可憐的，這樣的大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大學的定位如此，港大的校友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顯然，應該引導學校遠離政治紛爭。人有人格，校有
校格。港大校友應該維護港大作為一所名校應有的尊
嚴，不被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組織所綁架。

港大「支持十大院長聲明校友組」就是扮演了合適
的角色。他們由沒有任何政黨背景的人士組成，他們
珍愛港大品牌，忠實踐行港大校訓，支持校委會行使
權力，維護大學的學術自由、學術自主和學術中立。
他們反對把委任副校長的工作或程序政治化，反對任
何政治勢力插手港大內部事務。他們更不願意看到港
大變成鼓吹「佔中」、「港獨」的策源地，令港大捲
入政治漩渦而不能自拔。可以看出，「校友組」是一
群有良知的校友，他們有正義感和擔當精神，以維護
港大尊嚴為己任，值得欽佩。

「關注組」在關注什麼？
另一邊廂，從港大副校長遴選，到「黃衛兵」圍攻校

委，再到以葉建源為首和反對派所組成的「關注組」
向港大校委會「逼宮」，要求校委會30日內確認副校長
任命。人們不禁要問，「關注組」究竟在關注什麼？

他們關注的是陳文敏如何「上位」。 不具備博士學
位、卻有政黨背景的陳文敏，對政治的興趣遠遠大於
對學術的興趣，他支持「佔中」和「港獨」，收取
「匿名捐款」，被校委會認定為「表現不達預期」，
不是副校長的合適人選。「關注組」卻要「霸王硬上

弓」，強行推陳上位，完全是
藐視規則、無視程序、不顧後
果、不講良知的表現。

他們關注的是如何控制港
大。「關注組」的「逼宮」，除了迫使校委會限時
內任命陳文敏，更重要的是以此事為開端，藉機奪
取校委會的人事任命權，並廢除校監制度，改為由
舊生選舉產生校監。如果此例一開，則港大的自主
管理權丟盡，政黨勢力主導大學管理，「港獨」勢
力勢必在校園迅速膨脹，港大將會淪為「反中亂
港」基地、演變為香港社會的一顆「毒瘤」，百年
基業，毀於一旦。

他們關注的是如何將「港大風波」擴大化。港大
任命副校長本屬於學校內部事務，陳文敏能否上
位，也是校委會說了算，這是自港英時代延續下來
的規則。但「港大校友關注組」一開始就大肆炒
作，又是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又是發表文章，又是
站台聲援，把一個大學副校長的任命，搞得像議
員、市長競選一樣「熱鬧」。如此大造輿論，既是
給校方施加壓力，又是有意將其擴大化，在「後政
改時代」沒有多少政治話題的情況下，製造新的話
題，挑起新的爭端，引發新的矛盾。

反對派的算盤打得很精明，他們看到在「後政改時
代」爭奪香港全面管治權已無希望，於是改變策略，
先圖謀奪取大學的控制權，為今後爭奪香港全面管治
權積蓄基本盤。因而，絞盡腦汁來「關注」港大、盯
住港大。用心險惡，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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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紛爭的漩渦，港大「校友組」正是扮演了這樣的角色。而港大「關注組」關注的卻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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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在港大發展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痛心搞事學生淪「獸」
不齒反對派煽衝擊

勿讓「鉛水」成為政治炒作
食水安全乃民生大事，

一旦確定發現問題，理應
立即告知公眾，並通知當

局檢測詳情以作跟進。但據報道，自稱率先「揭發」啟
晴鉛水事件的政黨是於5月發現問題，但卻涉嫌隱瞞事
件兩個多月後才於7月初召開記者會公佈。該政黨解釋
鉛含量超標事關重大，「專家」建議他們要反覆檢查才
可確定，故進行了多輪測試才願公佈。不過，當鉛水事
件「鬧大」後，該黨公佈驗水結果卻突然神速起來。以
葵聯邨二期為例，7月11日當局才首次懷疑該邨可能鉛

超標，但該黨竟然可以在7月14日就公佈葵聯邨的檢測
結果，當中未見再提及「專家」意見和反覆測試等。同
是驗水，不同時期檢驗速度及認真程度可有如此差別，
箇中原委讀者可自行判斷。
事實上，食水鉛含量超標影響公眾健康，政黨關注事
件，本屬無可厚非，但若政黨將之視作選舉工程部署，
操控「揭發」事件時間，就會令人質疑他們「發掘」事
件，是真心想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做政治炒作，為
區選加分。
隨着鉛水恐慌蔓延，當務之急應以居民為本，盡快協助

他們重返正常生活。我們建議當局應盡快為受影響屋邨逐
戶驗水，並集中資源，優先為證實超標單位住戶送水、驗
血、安裝濾水器，甚至是更換喉管。另外，當局應將驗血
的優先類別擴大至入伙時未滿六歲的幼童，以顧及早期入
伙屋邨兒童的需要，令家長們較為放心。為配合擴大驗血
範圍，當局應邀請私家醫院及診所，協助居民抽血，並同
時向海外地區購買驗血服務或採購驗血儀器，以提升驗血
效率，讓居民可以早日得知檢驗結果。
至於鉛水事件的肇因及責任問題，當局已成立了3個

委員會或專責小組，當中包括由法官及前廉政專員組
成，具備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均已展開工作。
我們相信有關的調查工作會比立法會調查更快、更深
入。但如有需要，民建聯亦不排除提出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進行調查，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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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對派政黨主導的「港大校友關注組」早前在衝擊
校委會事件時不但袖手旁「聽」，在校委會成員被

部分港大學生會成員及「校外人」包圍時，在場的公民
黨主席余若薇、陳淑莊等更在旁高呼口號。身為港大校
友的宋恩榮昨晨在與「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
同場接受電台訪問時形容，學生及激進派上月28日暴力
衝擊校委會會場「事態嚴重」。
他批評，當日有不少反對派議員、醫生和律師在場，
但在場的「港大校友關注組」不單沒有努力阻止衝擊事
件，反而在旁叫口號推波助瀾，感到痛心。

葉建源認有校友在場叫口號
葉建源辯稱，衝擊事件實屬「不幸」，令副校長任命

事件的焦點轉移。他又否認當日現場校友推波助瀾，稱
「關注組」主張平和方法表態，但他們「無法」阻止現
場的混亂情況，「當時沒什麼可以做，見到有校外人士
在場，我們沒有辦法阻攔。」
宋恩榮對此表示不認同。他指出，從多個傳媒拍攝到

的影片均看見，有「大狀」在校委會委員離去時高叫口
號，「興致勃勃」地「剝花生」。他認為，其他政黨和
有影響力的團體在事件上應有清楚立場，對應該譴責的
行為要「劃清界線」，並斥責葉建源：「你當時阻止不
了，事後可清楚地劃清界線，就無須『小罵大幫忙』，
或甚至為學生行為開脫（過錯）。」
葉建源後來終肯承認當日現場校友有在場叫口號，但
仍辯稱當日有委員受傷離去時，「關注組」成員、「佔
中醫療隊成員」區耀佳醫生有向在場呼籲人群散開，讓
委員能「順利」被送上救護車，期望能「以正視聽」。

宋恩榮盼學生能有足夠反省
宋恩榮其後又指，擔心學生倘採用極端手法鬥爭，
「魔鬼會乘虛而入，暴露人性最醜陋的一面。」他批評
這小部分學生將自己貶低至禽獸不如、無道德底線的地
步：「為何我們要將自己自貶做無道德底線、禽獸不如
的情況呢？」
他強調，學生應該採取和平、理性、謙卑的態度，有
文明、道德的底線，包容不同聲音和有文明道德底線，
希望學生能有足夠反省。他又憂慮有人會就校委會決定
副校人選的法例提司法覆核，令法庭干預院校運作，但
就笑指這總比政黨「抽水」、衝擊行動好。
葉建源在出席電台節目後稱，他們將於明日再向校委

會遞信，但稱會保持克制理性，又並稱已就此和校方聯
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校

委會明日將再舉行會議，討論副校長任命，但

上月底會議途中，學生會成員帶領學生暴力衝

擊會議，有人涉嫌非法禁錮各委員，更有委員

受傷，引起校友及香港社會各界強烈不滿。

「守護香港大學」聯署發起人之一、中文大學

經濟系教授宋恩榮昨日批評，「港大校友關注

組」當日不單沒有努力阻止衝擊事件，反而在

旁叫口號推波助瀾，令他感到痛心。他又認

為，學生倘用極端手法抗議，會將自己貶低至

禽獸不如地步，並呼籲大家應以理性、和平、

謙卑的態度包容不同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由反對派政黨主導的「港大校友關
注組」，將於下月在香港大學畢業
生議會提出議案，要求校委會30日
內確認副校長任命。「支持十大院
長聲明校友組」發言人彭泓基昨日
指，有關議案是在干擾校委會運
作，不尊重港大院校自主及學術自
由，要求「關注組」撤回。

橫加干預 不尊重院校自主
港大畢業生議會將於下月 1日晚

舉行特別會議，討論由反對派主導
的「校友關注組」提出的、要求校
委會30日內確認副校長任命的動
議，及關注組另一成員張韻琪提出
的，校委會主席必須為教職員及師
生所接受的動議，及由「支持十大
院長聲明校友組」動議的支持十大
院長提出秉承學術自由及院校自
主。
彭泓基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

調，大家均應該尊重校委會的程
序，「關注組」下月在港大畢業生
議會提出的議案，是在干擾校委會
運作，不尊重港大院校自主及學術
自由，要求「關注組」撤回，「麻
煩你（『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
葉建源）尊重學校、制度和所有運
作，不要要求這樣，要求那樣。如
果你做錯事，將來要做一個司法覆
核，我們暫時無意見。不過問題是
任何一個人都不會開心，被指着要
做這樣，做那樣。我們覺得院校自
主是非常重要。」

大學應為道德標準楷模
他又強調，香港大學作為最高學府，大學生和

校友都受過高深教育，學生應該成為道德標準的
楷模，不應要所有港人為他們的行為感到痛心。
他強調「爭取任何事情，都要和平、理性、客觀
地討論」，基本行為準則非常重要，要尊重法
治，否則社會會崩潰。
在7月28日暴力衝擊事件後，港大10名學院院
長發表了聯合聲明，強調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高
等教育的基石，大學的所有事務均應貫徹秉承這些
原則，各方都應尊重，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縱
容任何企圖擾亂大學正常運作的不文明行為。

守護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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