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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令到一班欺
世盜名的「假學者真政棍」原形畢
露。陳文敏權慾薰心，企圖以政治勢
力向校委會施壓，以取得副校長一
職，固然令人不齒。而一眾所謂學
者，為了幫「自己友」抬轎，不惜大
開城門，裡應外合，聯合反對派政治
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自毀大學自

主，也令人有斯文掃地之嘆。
其中，以操控民調著稱的鍾庭耀為了聲援陳文敏，
更與反對派外圍組織「杏林覺醒」的成員黃任匡在報
章上一唱一和，大唱雙簧，厚顏無恥莫此為甚。先是

黃任匡肉麻吹噓鍾庭耀如何仗義執言，如何正直不
阿，如此抵住壓力支持陳文敏。日前鍾庭耀又撰文回
應，臉不紅氣不喘地將黃任匡的肉麻吹噓照單全收，
說什麼「橫眉冷對千夫指，雖千萬人吾往矣。讀書人
本該如此。」接着，又將外界對陳文敏以至「鍾氏民
調」的各種批評，一律指責為「都是莫須有和想當
然」。鍾庭耀最後更指「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但願
你我的瘋狂、杏林的覺醒，以至所有翰林雅士的聲
音，都是亂世裡的禎祥」云云。
鍾庭耀文章顛三倒四，謬誤隨便就可以找出一大

堆。他指外界不應批評陳文敏的任命，因為其任命是
由物色委員會推薦，因此外界的批評都是「莫須

有」。然而，根據程序公義，物色委員會只有推薦
權，沒有任命權，不是委員會所有推薦校委會都要接
納，否則何不乾脆將推薦權與任命權合而為一，全歸
物色委員會？將權力分開，就是要明確權力職分，物
色委員會只負責推薦，是否錄用則根據校委會的自由
意志決定。但現在校委會還未行使其自由意志，就已
經被反對派及所謂「港大校友關注組」政治施壓，逼
校委會盡早任命陳文敏，必須按照委員會推薦辦事，
這明顯是以政治壓力剝奪校委的自由意志，當中是非
對錯其實十分清楚。
至於陳文敏以及「鍾氏民調」的「往績」早已罄竹
難書，有大量的傳媒報道及爆料文件可以作證，指出
陳文敏如何配合違法「佔中」，如何違規收取捐款；
而「鍾氏民調」收取不明來歷捐款做民調，並故意在
問卷上做手腳，也不是新鮮事，鍾庭耀亦早已名聲掃

地，對他們的指控明顯非「莫須有」，而是「肯定
有」。面對如此確鑿的證據，鍾庭耀還敢出來大聲呼
冤叫屈，其臉皮之厚確實令人驚訝，但此舉不過進一
步暴露其與陳文敏互相勾結的真相。
最可笑的是，鍾庭耀自稱民調專家，理應恪守中
立，但現時竟然赤膊出來為陳文敏聲援，並且附和反
對派在副校長風波上的立場。試問以這樣偏頗的政治
立場，其民調又何來公信力？如果有人委託「鍾氏民
調」做有關副校長的民調，其結果相信不問可知。鍾
庭耀、陳文敏、戴耀廷之流在校園內搞風搞雨，掛學
術之名大搞政治，令校園變成政治角力場，這些人根
本沒有資格稱為學者。虧他還說什麼「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其實，香港從來都是福地，現在也不是什
麼亂世，不過妖孽確實存在，就如鍾庭耀等潛伏校園
的「學妖」，正正就是香港社會動盪的亂源。

回鍾庭耀一句：沒有亂世只有妖孽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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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作為抗擊日
本法西斯的東方主戰場，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時間最
早，持續時間最長，涉及國土面積最廣，付出的代價
最大，有力地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走向。最終
中國人民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贏得了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尊嚴，成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重要歷史轉折點。

緬懷抗日英烈 維護勝利成果
在8年艱苦卓絕的全面抗戰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

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習近平主席對此作出了精彩的概
括，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萬眾一心、
共禦外侮的大局意識；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必勝信
念；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正是憑藉着這

種精神，中華民族實現了空前的團結，鑄就了抗擊日
本侵略者的鋼鐵長城。舉辦閱兵活動，目的就是為了
更好地緬懷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英勇獻身的英烈和
所有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人們，銘記中國
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彰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
位，表明中國人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世
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舉行閱兵，更是為了彰顯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維護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的堅定信
念。習近平主席鏗鏘有力地指出，為了和平，中國將
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
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
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

他民族。在全世界關注的閱兵場合，在各國領導人的
見證下，習近平宣佈裁軍30萬，既讓世界看到了中國
作為世界大國保衛世界和平、維護地區穩定的決心，
又讓本國人民看到人民軍隊捍衛國家尊嚴的能力。中
國有能力在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過程中，在不對任何
國家構成挑戰和威脅的前提下，走出自己的和平強軍
之路。

新一屆中央領導層接班以來，雷厲風行反腐倡廉，
老虎蒼蠅一起打，尤其是下決心打軍中大老虎，大快
人心，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新
常態下，敢於突破改革深水區，打破利益集團的掣
肘，推出「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保持國家
經濟穩步發展，獲得周邊國家和西方大多數國家的積
極響應。此次閱兵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軍威、國
威，進一步增強人民對國家的榮譽觀、歸宿感和自豪
感。

肯定香港抗戰貢獻 加強各界團結
抗戰期間，香港作為特殊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積

極努力和領導下，成為宣傳中國人民正義聲音的窗口
和物資轉運的主要通道。在日寇佔領香港的3年零8個
月，香港人民不畏強暴，奮起鬥爭，募集大量物資和
資金支援抗戰，配合盟軍作戰，積極營救愛國人士和
國際友人，為戰勝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貢獻。

此次北京紀念抗戰活動，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
區，獲得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禮遇。特首梁振英首次率
領285人的香港各界觀禮團，赴京觀看閱兵。此次觀禮
團人數較2009年的國慶閱兵團多近百人，當中有十多

人是抗戰老兵和遺屬，顯示中
央對香港抗戰貢獻的肯定，對
香港抗戰英雄的尊重。觀禮團包含公務員團體、青年
團體、傳媒界、宗教界等不同界別的代表。今次赴京
的立法會議員的數量也較2009年國慶閱兵時多，反映
中央充分了解香港的情況，經歷了「佔中」、政改討
論之後，中央和特區政府均強調香港社會要放下政
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利用此次閱兵觀禮
的機會，加強香港各界團結和諧，為香港求穩定、謀
發展營造有利氣氛。

維護兩岸和平發展 堅決反對「台獨」
抗戰勝利是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中的光榮歷史，所

有中華兒女都是勝利者，值得兩岸同胞共同慶祝。習
近平主席日前會見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的連戰等台灣各
界代表人士時強調，台灣同胞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
命運，台灣同胞的抗日鬥爭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
部分。國家強大、民族強盛，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發展、尊嚴的保障。我們要銘記
歷史教訓，弘揚抗戰精神，珍愛和平，共謀發展，團
結一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此次雖然面對一定阻力，連戰仍欣然接受大陸邀
請，參加紀念活動，對進一步深化兩岸和平發展發揮
更多正能量。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兩岸同胞應大力
弘揚抗戰精神，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的基礎上，為兩岸和平發展共同努力，增加互信，一
定可以撫平歷史造成的心理創傷，為民族復興凝聚起
強大力量、開創出美好未來。

9月的北京，陽光普照，晴空萬里。昨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儀式盛大完美，舉世矚目。觀禮台上座無虛席，來自
全國和世界各地的代表共襄盛舉。東長安街上，三軍列陣，鐵甲傲立，意氣風發。此次閱兵
的主題，是紀念抗戰偉大勝利、弘揚抗戰偉大精神、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主席發表重
要講話指出，舉辦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
創未來。習近平在大閱兵這個特殊場合宣佈裁軍30萬，既是中國向世界發出的一個和平信
號，也體現了中國的自信和實力。此次北京紀念抗戰活動，香港特區獲得中央的高度重視和
禮遇，希望利用此次閱兵觀禮的機會，加強香港各界團結和諧，為香港求穩定、謀發展營造
有利氣氛。筆者有幸出席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活動，心潮澎湃，與所有中華兒女一樣，
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充滿信心。

■盧文端

銘記歷史 緬懷先烈 珍愛和平 開創未來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觀禮有感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葉建源聲言覆核 迫校委會任命陳文敏

新社聯紀念抗戰 嘉獎烈屬老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新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辦
「新界各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
邀請了逾700名原抗日烈屬與老戰士代表及家屬出席。新
社聯榮譽會長羅叔清致辭時說，日軍入侵香港，英軍苦戰18
天後宣佈投降，香港遭淪陷，同胞們開始了3年零8個月的
苦難生活，最終締造了一段很值得全體香港人引以為豪的歷
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期望大家毋忘歷史，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努力。

楊小嬋代表中央頒紀念章
在「新界各區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大

會」上，香港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楊小嬋代表中共中
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香港抗日老戰士頒發「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並由原東江縱隊港九獨
立大隊老戰士鍾偉堅及李漢代表接受。
羅叔清致辭時說，1942年2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在西貢宣告成立，這支隊伍與日軍周旋3年零8個月，集
城市游擊戰、海上游擊戰、海島游擊戰等多種戰術於一
身，深入日軍腹地和海域，聯同東江縱隊其他部隊，是中
國華南地區牽制及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有生力量，為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作出了不朽貢獻。
特區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李百全致辭時，向在座的原東

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致敬。他形容，特區政府將昨
日設定為一次性公眾假期，讓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加深認識
中華民族抗日戰爭這段歷史，呼籲市民大眾銘記歷史，勿
忘先烈犧牲，珍惜得來不易的幸福生活。■■新社聯紀念抗戰勝利活動新社聯紀念抗戰勝利活動，，主禮嘉賓與烈屬主禮嘉賓與烈屬、、老兵及其家屬合影老兵及其家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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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首梁振英昨晚總結訪京出席閱兵紀
念活動的行程。他表示，前日下午曾
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並
引述王主任指香港近日的反水貨客行
動傷害內地旅客的感情，提醒香港應
就此作出彌補工作。他強調，特區政
府將有針對旅遊業的彌補措施，但香
港人也應向各國旅客展示香港仍然是
好客之都。

特首盼內地挺港保經濟增長
梁振英昨晚會見傳媒時表示，日前

與王主任會面時，主要談及香港經濟
如何在外圍經濟不明朗情況下，透過中
央和內地省市的支持及配合，繼續保持
經濟增長的動力。他強調，經濟是改善
民生的前提，發展經濟才可繼續維持香
港社會繁榮穩定，相信中央及內地省市
非常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此外，雙方談及香港發展旅遊業的

重要性。梁振英指，近期訪港內地旅
客減少，若不着手處理及採取相應措
施，就可能導致本港旅遊業衰退，甚
至不利於零售、餐飲及運輸等行業。
其間，王主任主動提到本港近日「反
水貨客」行動及港人傷害內地旅客感
情的言行，香港應對此作出彌補感情
的工作。
梁振英表示，他返港後會與業界商

討跟進工作，而香港社會現時更重要
的是有氛圍令內地及外國遊客知道香

港仍然是「好客之都」，至於中期措施會在國家
「十三五」規劃中呈交具體建議。
關於個人民望問題，梁振英回應指，在港大民

意調查公佈前一天，中大最新民調顯示其民望升
至7個月高位。他又說，與王光亞主任會面時未
有談及有關連任及下屆特首人選問題。

自製民意干預校政
「珍惜」批港大關注組

約10名「珍惜群組」成員昨日在尖沙咀天星碼
頭外擺街站，抗議「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

人葉建源在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大會上，提出
「校務委員會須在30天內任命副校長」、「取消
特首兼任校監」等議案推波助瀾，干預港大校政，
並狠斥有關人士及公民黨從中作梗，企圖以「小圈
子投票」蠱惑人心，迫使校委會通過陳文敏出任副
校。

李璧而：陳文敏無資格做副校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重申，港大校監一如既

往皆由昔日的港督以至當今的香港特首出任，履行監
督責任，質疑葉建源等港大舊生擾亂校政，日前的
「港大畢業生議會」投票更加是「自己人玩小圈子投
票」，企圖假借民意製造假象，力捧陳文敏登上副校
長一職。

她直指，「陳文敏根本未有資格做副校，本身又涉
及收受『黑金』，根本連品格都出現問題，為何要迫
人接受他呢？」校方一旦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定必
毀壞港大的百年聲譽，一旦港大「失陷」，其餘多間
大學也將會成為反對派的「囊中物」。

斥教協訟黨如「變種強盜」
李璧而又批評，教協及公民黨等反對派在違法「佔

領」行動時「教人霸佔街道，擾亂社會」，如今又
「教人霸佔學校，干預校政」，儼如「變種強盜」，
十分可恥。她更擔心此歪風會延伸到本港的中、小
學，「舊生以為聚在一起，便可迫使學校改變政
策」。為免反對派奸計得逞，「珍惜群組」將於未來
數星期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反對「關注組」力捧
陳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長的所為，首個街站將於9月13
日設於灣仔港鐵站A出口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畢業生議會」日前在香港反對派政治動員下通過

議案，脅迫校委會在30天內任命副校長。「珍惜群組」昨日狠批「關注組」企圖以「小圈

子投票」蠱惑人心，自製「民意」干預港大校政，迫使校委會委任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

文敏為副校長。團體更斥教協及公民黨在港大遴選風波中「教人霸佔學校」，有關行為猶

如「變種強盜」，他們將於未來數星期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向「關注組」予以反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日
前在反對派政治動員下，通過「校務委員會須在30天內任命
副校長」等議案，試圖脅逼校委會任命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
敏。「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昨日更擺明車馬要脅
稱，若校委會最終否決委任陳文敏，又不給予「合理理由」，
校委會信譽將會跌至危險地步，他會考慮提呈司法覆核。
葉建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揚言，校委會在副校長遴選過

程中，突然增加「等埋首副校長」的條件，嚴重違反程序公
義；若校委會最終否決委任陳文敏，又不給予「合理理由」，
校友及市民是難以接受，校委會的信譽及公信力亦會跌至危險
地步，「關注組」屆時會考慮提呈司法覆核，但司法覆核時間
較長，對大學並無好處，希望校委會尊重校友意見。

■珍惜群
組擺街站
抗議港大
關注組。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