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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到頭終有報，「學民思潮」召
集人黃之鋒，涉嫌參與非法集會及煽
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兩項罪名，將被
落案起訴。
黃之鋒作惡多端，連同此案，開學

前要同時面對三宗官司，包括8月28
日就「燒白皮書阻差辦公」上庭，及

11月9日就「旺角清場被捕涉藐視法庭」上庭。不過
面對多重官非，黃之鋒仍死不悔改，大談什麼「政治
檢控」「秋後算賬」，企圖金蟬脫殼，轉移視線，逃
避刑責。不過，與其他因參與「佔中」者比較，黃之
鋒似乎得到美國更多「眷顧」。根據外媒報道，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前日在美國舉行的例
行記者會上，罕有地為黃之鋒出頭，並稱美國希望香
港當局能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處理他們的案
件」。

表面所見，黃之鋒背後有強大外國勢力撐腰，即使
違法被檢控，自有明星大狀替他打官司。所以，他雖
然面臨多項檢控，尚有心情到歐洲逍遙快活，先是到
威尼斯拿了所謂「人權鬥士大獎」，然後又到希臘愛
琴海遊埠歎世界，耍樂之餘，還裝模作樣地為其他被
檢控的同黨搖旗吶喊。
如果黃之鋒真的以為自己穿了星條旗護身寶甲，懷
有民主鐵券丹書，可以逍遙法外，那他就錯了。俗語
說：「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別說他已干犯刑法，
早已為自己種下禍根，就算他僥倖逃脫刑責，但他反
國教，佔中環，擺明與700萬港人為敵，早已難容於
中國人社會，日後人生只會是一片灰暗，難得善終。
從中國傳統面相學來說，黃之鋒絕非善類，他面容

枯槁，骨瘦如柴，眉濃壓目，雙顴如削，兩耳兜風，
地閣傾斜，這種形格，已注定他命帶孤寡，一生落
拓。由於他攪屎棍的形象街知巷聞，今後必定難在香

港立足。就算有美國乾爹撐腰，給他拿獎學金到外國
留學，難道就可以脫胎換骨，為他帶來光明前途嗎？
可以肯定的是，以他連香港普通大學也進不了的資

質，外國名校絕不會收留他，即使是野雞大學，其他
學生也恥於與之為伍，必然會遭到疏遠和歧視，就算
辛苦捱到畢業，別說沒資格進入一流企業機構，就算
是一般企業，也絕不會招惹這種惹是生非之徒，中國
人社會更會視他為叛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要找份
足以餬口的工作恐怕也不容易。更難堪的是，就算他
走到街上，也隨時會遭到同胞以臭雞蛋照面相迎，甚
至被人飽以老拳，教訓一頓。「打你是無須理由的」
就是最好的註解，黃之鋒近期在香港的遭遇，已足以
說明這點。
別以為黃之鋒被西方國家力捧，便有機會成為馬拉

拉、昂山素姬那樣的偶像人物，因為英雄人物必須有
民族氣節，如果賣國求榮，就算出名也只是臭名。就
像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雖然戰功赫赫，封侯拜爵，
最後只能算是貳臣國賊，絕無尊嚴可言。再說，美國

佬今日力捧黃之鋒，並非看重他的才幹，只是利用他
的無知和衝動而已，當利用價值一完，便會將他棄之
如履。今日流落在國外的民運者遭遇，足為前車之
鑑。這些人縱使當年曾經風光一時，最後也只能流落
異鄉，有家歸不得。
可以想像，黃之鋒下場相當悲慘，風光過後，等待
他的將會是法律制裁，前途盡毀，最後鬱鬱而終。
或許他死後，會有人把刊有他相片的《亞洲周刊》、
反國教的「英雄事跡」放在他棺材裡面。不過，也會
有人在他的墳前吐口水、撒尿，告誡後代子孫，決不
可數典忘祖、賣國求榮、禍害眾生，毀了自己。
黃之鋒已無藥可救，外國反華勢力救不了他，香港

洋奴漢奸救不了他，他的父母家人救不了他，滿天神
佛也救不了他。可悲的黃之鋒，可憐的黃之鋒，多看
中環幾眼吧，因為那是你自毀前程的傷心地；多買幾
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吧，那你在坐牢時尚可補習一下國
教知識。日後陪伴你的，不再是你的親人和被你蒙
蔽的學生夥伴，而是無限的孤獨和永遠的悔恨。

誰也救不了黃之鋒 明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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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港大「畢業生議會」瞞天過海
這場鬧劇中，除了教協葉建源外，推動利用港大

「畢業生議會」的招牌瞞天過海者，最落力的就是
「法政匯思」這所謂「專業團體」。這團體其實並不
專業，全部都是陳文敏利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權力扶
植出來的激進分子，也是陳文敏爭奪副校長的政治打
手。領頭的就是陳文敏心腹任建鋒，也就是上次把律
師公會主席陳新強強行拉下馬的「黃衛兵」。陳文敏
妻子蔡家玲，就是「法政匯思」主腦人物，為老公謀
取副校長的高位而一直躲在背後出謀劃策。另一名
「猛將」黄鶴鳴正是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原訴人、「東

涌婆婆」朱綺華的代表律師。任建鋒和戴耀廷，是陳
文敏的哼哈二將，為推動違法「佔中」、為組織「黃
衛兵」衝鋒陷陣。陳文敏濫用職權，扶植公民黨勢
力，任建鋒從澳洲回來，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陳文
敏就安插他擔任香港大學法律系研究助理員，如果陳
文敏能夠擔任港大副校長，公民黨的人就可以雞犬升
天，掌握該校更多權力。所以公民黨這次從余若薇、
梁家傑到吳靄儀全體上陣，又是聯署，又是召集學生
暴力衝擊校務委員會會議，更參與組織9月1日「畢業
生議會」，政黨人馬雲集，爭奪的是政黨權力，「畢
業生議會」不過是遮羞布，師出無名。

陳文敏政黨支持者捧出「畢業生議會」這個招牌干

預副校長任命，毫無法理依據。「畢業生議會」是諮
詢組織，當香港大學最高層向這個機構提出命題，諮
詢意見時，畢業生議會才可以提供意見。關於香港大
學校長和副校長任命，一百年來都是經過遴選委員會
推薦、校務委員會作出最後決定，中間絕無「畢業生
議會」這角色。校務委員會是港大最高權力機關，決
定什麼人選，否決什麼人選，都由校務委員會單獨決
定，而且採取保密制度，不必向外面解釋，更不必經
過聽取「畢業生議會」意見的程序。公民黨和公民黨B
隊「法政匯思」圖謀利用「畢業生議會」剝奪和干擾
校務委員會決定校長副校長人選的權力，完全是民主
程序的僭建，違反「香港大學條例」，是非法的，屬
於民主程序的不公義。

「畢業生議會」無權 陳文敏賊喊捉賊
「畢業生議會」在香港大學條例中，並沒有權力干

預校務委員會管轄範圍之內的事務。無權的機構，在
校務委員會會議外面張牙舞爪，作出威嚇，校務委員
會可以不理，但700百萬港人則清楚看到了陳文敏為了
個人名利，居然可以在法制以外組織「近衛軍」破壞
香港大學機制，搶奪港大自主權，還在賊喊捉賊。

陳文敏不適合當副校長，是他的專業水平不足以及
誠信操守備受質疑。他夥同戴耀廷非法收受捐款的問
題，校務委員會已經對戴耀廷作出了「不可任管理
層，不可接收捐款，不可監督研究員」的處分，陳文
敏是戴耀廷的上司，知法犯法，兩人串通起來，違反
校規，並且把金錢用作非法「佔中」用途。領導者責
任當然比戴耀廷更嚴重。戴耀廷不准升職，難道陳文
敏可以例外不被處分？關注組卻把陳文敏的誠信和操
守問題說成是「因為不同意見而被打壓」，他們豈不
是連起碼的法治觀念和道德都沒有了？他們公然挑戰
校規，還說什麼維護港大利益？

徐 庶

港大「關注組」9月1日將舉行港大「畢業生議會」會議，預料有千人出席。他們企圖騎

劫「港大畢業生議會」招牌，向校務委員會逼宮，妄圖強行把陳文敏推上副校長位置。

「關注組」無理、無權、無義的拙劣表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
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日前決定就上月
28日會議被衝擊事件報警，多名市
民致函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促請警
方盡快調查事件，還香港寧靜、和
諧的社會環境。他們昨日前往灣仔
警察總部遞信，表達支持港大報警
的決定。

赴警總請願 促盡快調查
10多名市民昨日前往警察總部外

請願，支持港大報警，希望警方嚴正
執法，並高舉印有「警察嚴格執法
市民拍手稱快」、「獅子山下多暴
力 香港聽日何以立」等標語牌。他
們向警方代表遞交致以盧偉聰的信件
後和平散去。信中提到，香港今天已

充斥打「民主、自由」幌子、實際
卻無法無天的激進行為，之前「佔
領」行動已把香港搞得污煙瘴氣，現
在連平靜的校園也變得暴力，對此感
到痛心疾首。他們希望警方有所作
為，盡快調查港大校委會會議被衝擊
事件，為香港清除暴力，還香港寧
靜、和諧的社會環境。
港大校委會在日前會議中，決定
就衝擊事件報警，主席梁智鴻指，
校委會已審視當日情況，校委會認
為有證據顯示事件涉及刑事，不少
行為更涉及部分非港大人，決定報
警交由警方處理。港大校長馬斐森
早前發出公開信，表明會就衝擊事
件收集證據，未來再有同類事件，
亦將報警處理。

鴿黨：晤馮巍非「密室會面」

衝擊涉刑事 市民挺港大報警

教局駁「控制港大校委」論：僅兩人梁委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

港大學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任
命風波延續，一直以「港大校友關注
組」召集人身份向大學施壓的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昨日聲稱「政府已全面
控制校委會」，意圖抹黑政府干預港
大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教育局昨日
反駁指，港大校委會成員24個席位
中，只有7人由行政長官作為校監委
任，而本任校監只委任了兩名新校務
委員。無論從成員比例或任命人數來
說，「政府全面控制校委會」的指控
全無事實根據。

教育局發言人強調，港大校委會為
港大最高管治團體，24個席位中，只
有主席及6名委員由行政長官作為校
監委任，其餘由校委會、校董會、
教員、職員、學生、研究生等委任或
互選產生。7名由校監委任校委中，
有5人自2009年起擔任港大校委，並
於2012年延任，只有兩人由現任校
監、行政長官梁振英作新的委任。所
以從人數及比例計，「政府全面控制
校委會」的指控均非事實。政府強
調，一直尊重香港大學校委會的法定
地位、決策權力和決定。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與36位來自18區的青年交流，該局副局
長許曉暉亦有出席。劉江華在會上強調，本屆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青少
年工作，期望與他們建立長遠合作關係。他並形容，香港各區青年網
絡發展令人鼓舞，民政事務處未來會繼續投放資源、走進社區，推動
及優化青年工作。特首梁振英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強政府在地區
層面與青年的溝通及聯繫。民政事務總署轄下18區民政事務處獲得額
外資源，開展青年發展網絡，根據各區特點及青年網絡成員需要和興
趣，設計及舉辦多元化活動，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加強對
社會的歸屬感。 文：李自明

劉華會18區港青

■10多名市民昨日前往警察總部外請願，支持港大報警。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一手
扼殺特首普選方案後，民主黨日前首度與中央官員
會面。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晚召開記者會，證實本
月26日中午，聯同多名黨友宴請國務院港澳辦副
主任馮巍，但否認是「密室會面」。事件觸發民主
黨部分中委及其他反對派反彈，批評民主黨高層
「先斬後奏，遭人口實」，形同政治自殺。劉慧卿
堅決否認「密室會面」批評，聲言如果一定要在電
視機前才不叫「密室」，根本什麼都談不成。
劉慧卿昨晚聯同兩名副主席尹兆堅及羅健熙，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及總幹事林卓廷，先後
與民主黨中委會會面，及舉行記者會交代事件。

劉慧卿稱，今次與馮巍會面，是由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擔任中間人，「今次午宴在中
環和記大廈一間酒樓內，我租了一間房間，而且
是由我負責結賬，會面歷時兩個多小時。」

稱對亂扣帽子者必「迎頭痛擊」
她續稱，由於馮巍堅持，所以事前未有公開會

面詳情，但否認今次是「密室會面」，「之前與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時，大家都是在房間進
行，這又是屬於密室會面嗎？」她揚言，若有黨
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借今次會面亂扣帽子，民主黨
必定「迎頭痛擊」。

有消息指，雙方在會上各自表述立場，但會面
本身已觸發民主黨內部及反對派陣營反彈。民主
黨中常委區諾軒及黨員林立志批評，黨高層在會
面後才匯報，是「先斬後奏，不合乎黨內民
主」，又指民主黨目前未有實力與中央「談
判」，反而只會遭人口實，形同政治自殺。
公民黨對今次事件感到愕然，黨魁梁家傑指，

公民黨暫未收到中央官員會面邀請。范國威指，
民主黨有其政治盤算，但做法並不明智，聲言今
次會面是「死亡之吻」。陳偉業更稱，今次為中
央官員的「統戰策略」，民主黨應在會面前先行
向公眾交代云云。

梁振英昨日發表題為《打造青雲路》的網
誌，透露自己昨日邀請代表香港到巴西聖

保羅出戰「世界技能大賽」的選手和他們的導
師、家長到禮賓府茶敘。他介紹，「世界技能大
賽」被譽為技能界的奧林匹克，每兩年一次，旨
在推廣專業技能及提升技術水平，是次香港選手
在16項賽事中奪得7項優異獎章，分別來自資訊
科技商業軟件方案、機電一體化、平面設計科
技、櫥窗設計及佈置、美容護理、美髮及鋪瓦項
目。

專家任導師 知專生設計「戰衣」
他提到，香港選手均為職業訓練局及建造業

議會學生，是去年「香港青年技能大賽」得獎

者，經嚴格挑選後代表香港出戰，賽前長時間
努力備戰，並由相關行業專家擔任導師，幫助
他們提升技術和比賽心理質素，而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學生更特地為他們設計「戰衣」，並負
責攝製備戰和賽事片段。他認為，港隊取得佳
績固然可喜，但更欣慰的是，他們與世界各地
選手交流，拓闊視野，進一步提升技術水平和
行業信心。

職教有前途 職訓局收生平穩
「俗語說『工字不出頭』，社會上有部分人仍

然較看重傳統學術課程。」梁振英說，事實證
明，除了升讀大學外，職業教育是同樣有前途的
升學選擇，即使近年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人數持

續下跌，但職訓局整體收生人數仍保持平穩，大
約每四個文憑試考生就有一個入讀職訓局課程，
反映職業教育已是不少年輕人的重要升學出路。
他又指，職業教育多年來為香港各行各業培養

無數人才，協助推動經濟發展，強調特區政府會
繼續大力推廣職業教育，為不同志向和能力的年
輕人提供多元出路，讓他們盡展所長。「我常說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就如這班年輕人一樣，
只要努力裝備自己、勇於嘗試，工字不僅可以出
頭，還可以出狀元。」
特首辦網站昨日同時上載茶敘短片，短片顯

示，梁振英與負責攝製的學生交流時，得悉港生
專業水平與其地地方看齊時，表現得十分振奮，
直言：「香港係有水平㗎！」

讚「工字出頭出狀元」
CY會「技能賽」港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工字不出頭？

特首梁振英昨日與接受

職業教育、代表香港出

戰「世界技能大賽」的

選手茶敘，並為他們取

得理想成績而高興。他

強調，職業教育是同樣

有前途的升學選擇，多

年來為香港各行各業培

養人才，協助推動經濟

發展，特區政府會繼續

大力推廣職業教育，

「工字不僅可以出頭，

還可以出狀元。」

■■梁振英聽取代表香港出戰梁振英聽取代表香港出戰「「世界技能大世界技能大
賽賽」」的選手分享經歷的選手分享經歷。。 特首網誌圖片特首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