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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越來越多參加非法「佔中」
的追隨者被判處監禁，「佔中」發
起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越來越惶惶不可終日。昨日他在電
台節目上，為自己可能受到校方處
罰而發出「哀鳴」，說校委會仍未
就「佔領中環」的匿名捐款事件向
他發出懲處的決定，如果他最終因

為「佔中」被起訴而失去教席，「大學及校委會需要
向香港以至國際社會交代」。戴耀廷的表態，表明其

非常害怕遭到法律制裁，更加害怕因此而失掉飯碗，
喪失高薪厚祿，今後要過窮日子。他已按捺不住出聲
威脅港大，若打爛他的「飯碗」，就會有嚴重的後
果。他背後的靠山，包括西方勢力及香港的反對派，
都不會善罷甘休。
作為一個法律系的副教授，這番表態完全違反法律

常識和基本的人格教養。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個法治
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戴耀廷明知自己犯法會有
什麼後果。當初他牽頭搞「佔中」，還稱之為「公民
抗命」，已明言準備要坐監，信誓旦旦要對違法有承

擔，顯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原來全部都是假的，
「愛與和平」變成了暴力衝擊，現在連教席都捨不
得，還企圖用威嚇手段，阻撓學校開除他，說好的
「不怕坐監、不怕承擔後果」，去哪兒了？
《香港大學條例》規定了校委會擁有解除行政管理

人員職銜和教師職務的權力，校委會依法辦事，對於
觸犯法律的教師給予處分，天經地義，根本不必向所
謂的外國勢力作出交代。香港更不是外國勢力的殖民
地，戴耀廷要港大「向國際社會交代」，踐踏香港的
法治制度，出賣中國主權。「出來行遲早要還的」。
戴耀廷煽動學生參與非法「佔中」，破壞法治和社會
秩序，損害營商環境，還對抗中央政府，當然要受到
香港法律的制裁。利益受損的商業機構和市民還可透
過民事索償的途徑向戴耀廷算賬。如果港大不想庇護

戴耀廷，就必須公正依照校規對其作出處分。否則，
難以向公眾交代。
戴耀廷煽動青年學生參加「佔中」暴力衝擊的時

候，寫過一篇題目為《港人為民主付出太少了》的文
章說：「誠然，在香港為爭取民主而坐過牢的、流過
血的（不要說坐多久和流多少血了），實在也是太少
了。」戴耀廷教唆年輕人多坐牢、多流血。他推年輕
人流血，好讓「雨傘革命」成功，好讓他向主子邀
功。但是，他自己從來沒有也不準備為「佔中」流血
犧牲，更不想坐牢，連教席也不捨得。他的盤算是
「騙人當炮灰，自己咪獻身」。這樣的大學教師，品
德敗壞，誤人子弟，枉為人師。港大如果要維護百年
學府的聲譽，必須嚴肅處理戴耀廷。

戴耀廷奢談「革命」 卻捨不得飯碗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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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來，反對派以民主自由的「化身」自居，尤
其是政改期間，高叫爭取「真普選、真民主」，並以
此來矇騙市民，讓人以為反對派是貨真價實的「民主
派」。實際卻大錯特錯，反對派連自己內部也不允許
有不同聲音，他們奉行的是「大佬一言堂」，任何人
不遵從「大佬」，敢逆「大佬」的意見，都會被毫不
留情地掃除出黨。其實，「大佬」也沒有決定權，不
過是背後金主的傀儡。金主要反對派反對人大決定、
否決政改，「大佬」們就竭盡所能把所有反對派綑綁
起來，只能支持「公民提名」，其他方案一律排斥。
湯家驊、狄志遠乃至被開除出民主黨的黃成智，本來
也是贊成反對派的主流方案，不過因為沒有完全追隨
激進派，提出了一些希望微調的建議，結果遭到不斷

圍剿，被視作異己分子，公民黨和民主黨都容納不下
他們。

不同聲音遭到圍剿
本來，根據香港的主流意見，政改方案可以逐步前

進，2017年先實行特首普選，邁出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
一步，然後逐步完善，到2020年實現立法會普選，進一
步擴大民主成分。這樣做的好處，是循序漸進推動民主
進程，減少政制突變給香港造成猛烈震盪，這樣做也有
利於溫和反對派鞏固票源。但是，反對派的金主不願
意，認為香港民主要一步到位，要搞「公民提名」的所
謂「真普選」，甚至不惜策劃一場違法亂港的「佔
中」，一場實質是港版的「顏色革命」。湯家驊、狄志

遠和黃成智的主張，明顯與「金主」不同，於是，反對
派就要清黨，把不同聲音徹底消滅得一乾二淨。

最近，中央官員和民主黨成員進行溝通，湯家驊、
狄志遠亦獲得邀請出席北京抗戰閱兵，香港社會對此
反應正面，市民樂觀其成。梁家傑和反對派「大佬」
也表示願意和中央政府溝通。但是，反對派要進行怎
樣的溝通？是虛情假意，還是務實理性？梁家傑及反
對派對待湯家驊、狄志遠的態度，最能說明問題，看
到反對派「大佬」們內心怎麼想。湯家驊參加了北京
閱兵儀式，又和中央官員在北京會面，回港之後，向
反對派通報一下情況，想不到卻被當作「圈外人」，
甚至被下「逐客令」，令到湯家驊相當沒有面子，發
出「即係唔當我係泛民」的慨嘆。這句話暴露激進反
對派的狹隘，「不夠激就是異類，溝通就是敗類，無
資格留在泛民圈中。」

羞辱湯家驊暴露梁家傑霸道
梁家傑等反對派「大佬」口頭說要與中央溝通，那

是因為「佔中」失敗、否決政改，激進反對派不得人

心，政治動員力大大削弱。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即將展開，而目前社會輿論不希望政爭不休，希望重
建和諧溝通氣氛，反對派亦不好太明目張膽與民意背
道而馳，為了選舉爭取選票，只好在嘴巴上也表示
「要和中央溝通」，但是，心裡面另有一套。湯家驊
被梁家傑毫不留情地逐出集思會，正是暴露了梁家傑
的政治意圖。湯家驊這樣的中間人物，激進派就是不
認同，不給面子，卻也讓公眾看到了，反對派只有一
種聲音，不支持激進，主張溝通就不是自己人，不是
朋友。

溫和反對派希望透過溝通對話，增進與中央的了解
互信，令香港政制發展能有所突破，這是務實、負責
任的態度。但是，走中間溫和路線，在梁家傑眼中是
「投降」，就要以小動作搞他一下。民主本來要包容
不同的意見，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允許別人講話，而
不是「你不聽我的話就是敵人」。搞「小圈子」獨
裁、打擊異見，是激進反對派的慣用招數，這些自我
標榜為民主自由的「鬥士」，民主素質有多高，大家
還不看得清清楚楚。

高天問

昨日，湯家驊參加反對派的集思會，不料被梁家傑「邀請離場」，在記者面前遭當眾羞

辱。狄志遠則宣佈退出民主黨，在退黨申請中明言，民主黨受到外間壓力，變得沒有容納不

同意見的空間，令人難過。這兩件事反映反對派高舉着「民主自由」的旗號，實際上一點也

不民主，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毫無民主風度，只有獨裁霸道，「大佬」話事，黨同伐異。

反對派獨裁霸道黨同伐異盛行 暴露反民主本性

反鬧「雙學」「黐線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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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深圳居民訪
港「一周一行」政策陸續見效，但香港激進反
對派組織繼續發動所謂「反水貨客」的「光復
行動」，對當區商戶造成嚴重滋擾。新民黨立
法會議員田北辰昨日質問道：「示威者『反水
客』為何要揮動『龍獅旗』？」他批評，有關
組織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打着「反水
客」名義分裂國家，借機挑動港人的「反內
地」情緒。曾參與剛過去周日「光復」行動的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則承認，他們
正考慮派人參選今年舉行的區議會換屆選舉。
田北辰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香港在採取

「一周一行」政策，及擬建設邊境購物城措施
後，打擊水貨已陸續見效，但有「本土派」組
織竟在過去周末「無厘頭」地發動所謂「反水
貨客」抗爭，是「掛羊頭賣狗肉」，借機挑起
港人的「反內地」情緒， 「（示威者）揮動
『龍獅旗』有『港獨』意識。我不明『反水
貨』與揮動『龍獅旗』有何關係？根本是掛着
『反水貨』的羊頭，賣分裂國家的肉。」

斥噓國歌國旗 藐視國家
田北辰在節目上又提到，香港足球代表隊前

晚迎戰卡塔爾，有人在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歌時背向國旗更發出噓聲。田北辰直斥，此等
行為等同藐視國家，「我是感到非常不滿的。
大家不應將體育、宗教、政治混為一談。香港
已經回歸祖國，噓國歌是否想搞分裂？是否不
要『一國兩制』？咁仲住喺香港做咩呢？」
他並認為，「港獨」分子的所作所為，將直

接影響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他說，自己早前
參與抗戰閱兵時曾接觸一名中央官員，對方表
明中央要有信心政改獲通過，才會考慮重啟
「政改五步曲」，「在明年立法會選舉，若
『溫和泛民』與建制派取得三分二的議席，或
會給予中央對政改通過的信心。更重要的是，
領導人如何看待香港的『離心』？大家毋須擁

抱共產黨，但要承認共產黨的憲制地位，這是最根本的
基礎。」

黃台仰認擬派人參區選
出席同一節目訪問，但遲到逾一小時的黃台仰聲稱，

「光復行動」沒有限制參加者攜帶物品，而「揮舞『龍
獅旗』是『沒有問題』的。」他聲稱，行動並非為參選
宣傳，但承認他們正考慮派人參選區議會，以宣傳「本
土派」的理念，並追擊建制派參選人。

網媒揭「本土」「熱狗」一家 黃毓民故弄玄虛欠對「校監」認知
港大評議會撤議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學學生
會評議會上周召開第五次評議會常務會議，不
少媒體都宣揚會議上通過「行政長官不應必然
出任香港大學之校監」等議案，卻未有提及
「教職員與師生的意見應被列入校監遴選的考
慮過程」的議案遭撤回。有港大學生坦言有關
議案漏洞繁多，評議員未有足夠認知，欠缺討
論基礎，故應該撤回議案。
政治勢力入侵校園，其中一個「發難點」就
在於特首任八大校監之上。早前有港大學生提
出「教職員與師生的意見應被列入校監遴選的
考慮過程」議案。評議會常務會議討論當日，
有學生指出，現時並無校監遴選，故討論應否
納入師生意見根本沒有意義，再加上評議會無
法代表教師和職員，故通過有關議案是「極不
負責任」。另外，也有學生認為，議案漏洞甚
多，評議員未有足夠認知，欠缺討論基礎。
不過，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依然死撐，稱
沒有遴選亦可討論，並表示學生會其後會舉行
商討日及全民投票日，故認為可以表態，但結
果不獲大家支持，最終以44票贊成、5票反對
及3票棄權通過撤回議案。

激進反對派組織日前再在上水發動「光復行
動」，其中被視為「光復狂徒」的「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黃台仰的暴力行為最為矚目。有
傳媒昨日「起底」稱，黃台仰自從發動「光復

行動」後，遭受顧客及父母唾棄，生意大受影響，又稱以黃
台仰為首的「本土民主前線」與「熱血公民」（熱狗）系出
同門，兩個組織同屬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的人馬，虛報
軍情旨為兵分兩路，宣揚「本土意識」。

黃台仰搞「光復」遭家人顧客唾棄
網絡媒體「HKG報」昨日報道指，現年22歲的黃台

仰，自幼反叛無心向學，因中五會考分數未達升讀預科要
求，轉往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修讀室內設計副學士。2013
年，黃台仰與老師意見不合而退學，隨後便以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形式從事室內設計。自發動「光復行動」
後，失去中資機構等生意。自今年農曆新年後，他再無接
獲生意訂單。

報道續指，黃台仰生於中產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
親在貿易公司工作，但因其激進行為，令他與父母關係極
差，更曾一度離家出走，至今仍無改善家庭關係。黃台仰
曾聲言，「城邦論」稱為「國師」陳雲的《香港城邦論》
對他影響最深，從此更影響了他的政治觀，但質疑「城邦
論」在香港可行性不高，反觀港大《學苑》提倡民族自決
論更值得參考。

「HKG報」在翻查黃台仰的「面書」（facebook）後
又發現，他經常在社交網站發表立場和意見，語言激進低
俗，行文夾雜粗口。他曾在「面書」自爆，「本土民主前
線」在「佔領」行動中冒起，自稱要「捍衛本土價值」，
現有50名核心成員。組織成員通常會在「面書」的個人
圖像，配以身穿藍色衛衣和戴上黑色口罩的卡通Q版忍
者，寫上「本土」二字，以茲識別身份。

儘管黃台仰不認同「本土民主前線」與「熱血公民」
（熱狗）極為相似，但觀乎他在「面書」上載的相片，反
映他與黃毓民及陳雲關係非比尋常，似與「熱血公民」系
出同門，兩個組織根本就是黃毓民的人馬。報道引述知情
者透露，「本土民主前線」故意宣稱與「熱血公民」不
同，旨為虛報軍情，兵分兩路宣揚「本土意識」，更重要
是分散骨幹成員，避免一網打盡。 ■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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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旗下刊物《壹週刊》昨日刊出黎智英的專
訪，有份參與「佔領」的黎智英花了不少篇幅批

評「雙學」，以圖為自己參與「佔領」的罪責開脫。
他在訪問中稱，「佔領」早段多次傳出警方會「武力
清場」，他「不願看到流血」，故認同「佔中三丑」
所言，要適時退場保留實力。「佔中三丑」去年11月
開始「半退場」後，他曾主動出擊勸「雙學」退場，
「又寫（文章），又同佢哋傾，會再返嚟㗎嘛，班友
仔當你冇到，理都唔理你，寸到不得了。」

批開會例遲到 當「三丑」妻係工人
在「佔領」期間，反對派各大組織成立「五方平台」
商討行動對策，黎智英在訪問中稱，「雙學」曾提出立
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變相公投」，讓市民對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表態，「佢哋搵（民主黨議員）何

俊仁，黐線，你贏咗（『公投』）冇人認同你，但輸咗
就當你真係輸。你阻咗咁多人返工，搞到咁多人咁㷫，
如果輸咗你切腹呀？咁戇居嘅嘢都諗得到。」
他又處處為「佔中三丑」辯護，狂數「雙學」對「三
丑」態度極差、遲到成性，「佢哋對『三子』直程差到
不得了，食完飯，放碗碟喺度，『三子』老婆同佢哋
執。開會永遠遲到，唔係遲到兩分鐘，係成個鐘、個半
鐘。佢哋開會就叫人即刻嚟，嚟完佢哋先出嚟。」

自爆嫌棄市民 最煩打招呼傾談
黎智英去年10月曾撰文稱讚「佔領」者「勇敢」、

「有理想」云云，但他在訪問中卻自爆，其實他不喜
歡市民與他打招呼和傾談，表現得十分嫌棄，「傾吓
偈一定有，但我都係詐諦，有人嚟我低頭睇書，唔好
搞我喇」，又不屑地稱，「佢哋來來去去都係講嗰幾

句之嘛」，「坐到最後我都係悶囉」，但聲言倘有第
二次「佔領」行動，他仍會參加。
本年1月，警方以「參與非法集會」及「召集及組織

非法集會」罪名拘捕黎智英，但他其後「踢保」成
功，警方當時表明會保留追究權利。黎智英在訪問中
揚言不怕坐監，「煮到埋嚟就食」，最怕反而是被判
社會服務令要洗廁所，「我唔想洗廁所，我好怕污
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行動將近一周年，被指是「佔中黑手」兼

「最大金主」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肥黎），近日接受訪問時企圖撇清「佔領」罪責，聲

稱「佔中三丑」去年11月開始「半退場」後，他曾主動勸學聯及「學民思潮」退場，但

「班友仔當你冇到，理都唔理你，寸到不得了」，又鬧爆「雙學」提出「辭職公投」建議是

「黐線、戇居、不負責任」，但整個訪問隻字不提他是否曾出錢支援「佔領」，以及涉嫌向

反對派捐款等「黑金醜聞」。

■黎智英隻字不提他是否曾出錢支援「佔領」，以及
涉嫌向反對派捐款等「黑金醜聞」。 資料圖片

■■左起左起：：黃台仰黃台仰，，陳雲陳雲，，黃毓民黃毓民，「，「四眼哥哥四眼哥哥」」鄭錦鄭錦
滿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