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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公民」宣佈將派6人，分
別於屯門、灣仔、黃大仙、深水埗
和北區出選區議會。當中包括第二
號人物鄭松泰「空降」屯門狙擊何
俊仁。對於缺乏地區工作的「熱血
公民」來說，參選區議會自然是志
不在議席，但也不是如何俊仁所謂
是為了「鎅票」，真正目的是為了

打響名堂，利用區議會選舉作宣傳，為下年參選立法
會測試水溫。筆者聽聞，鄭松泰由於近年屢次發動違
法抗爭，荒廢教學，早已令理工大學的高層不滿，他
在理大前途堪虞。因此，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投身政
治，今年狙擊何俊仁只為提升自身知名度，下年出戰

立法會才是主菜。
事實上，鄭松泰與黃洋達一直在「熱血公民」有瑜

亮情結，兩人都想爭奪主導權。這次「熱血公民」參
選區議會的「大日子」，首領黃洋達竟然身處倫敦旅
遊，而由鄭松泰唱獨腳戲，本身已是極不尋常，加上
黃毓民近日大力支持鄭松泰，對黃洋達愛理不理，都
令人懷疑「熱血公民」隨時爆發另一場「天京之
變」，「楊秀清要反洪秀全了」。不過，鄭松泰可能
突然被委以重任，力有不逮，近日在記者會上連連失
言，竟然自爆「熱血公民」如何蠱惑青年，這恐怕令
黃毓民始料不及。
事緣「熱血公民」的宗旨及參選政綱，都是主張「香

港建國」、「全民制憲」，推翻基本法。但根據區議會

選舉規定，獲提名的人士須聲明會「擁護《基本法》和
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樣，高舉「香港建
國」的「熱血公民」成員包括鄭松泰，又有何資格參選
區議會呢？甚至乎，選委會根本不應批准其參選。對於
外界質疑，鄭松泰明顯反應不及，竟然聲稱「建國」只
是倡議，意思不過是要將「本土聲音」帶入區議會內，
以「本土聲音」「當家作主」。他並指以「香港建國」
為口號不會抵觸區議會有關規定，「人哋建國有軍火，
咁係犯法，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個考慮，係希望香港人投
返能將香港聲音帶進議會嘅一票」。
看來，鄭松泰確實是不參選不罷休，竟然詭辯指
「香港建國」也不違反區議會規定。先不論其辯論水
平之低，就是其自揭底牌，已足以讓外界尤其是青年
看清楚「熱血公民」的真面目。原來所謂「香港建
國」，不過是將「本土聲音」帶入議會。那末，他們
與其他反對派政黨有何分別？而且，他們平日高喊的

「勇武」、「獨立」、「制憲」，通通都只是誘騙青
年的說辭，一到利益關頭，所謂「建國」立即變成
「本土聲音」進入議會，而他們當然也會宣誓效忠基
本法。這樣，他們還有何面目出來大喊抗爭？
說穿了，「熱血公民」不過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激進

組織，他們高呼勇武抗爭，但其實他們最怕被拘捕，
最怕負上刑責。因此，他們的所謂抗爭都是在煽風點
火後，再蠱惑青年參與其中，而黃洋達、鄭泰松以至
黃毓民之流卻隔岸觀火，煽動青年向前衝，他們則在
伺機抽水。而這些組織的目的，不過是志在撈取政治
利益。因此，他們一邊反建制，一邊不惜一切要進入
建制，成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而一班青年不過是
他們踏腳石而已。這次，鄭松泰不小心說出了真相，
揭穿了「熱血公民」的底牌，如此失誤，隨時會被黃
洋達借來大做文章。看來，鄭松泰從政的如意算盤，
恐怕不易打響。

鄭松泰自爆「熱血公民」如何蠱惑青年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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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聲稱，香港近期有兩大抗
議行動，一是香港大學的遊行和黑衣集會，二是港鐵
大圍站的示威，在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方面，港大的影
響是零，大圍站的影響是短暫及輕微。《蘋果日報》
鼓吹抗爭不能囿於傳統方式，只有觸及甚至癱瘓社會
運作的抗爭，才足以引起關注和改變云云。

《蘋果》哀嘆「佔中」暴力抗爭形成困境
《蘋果日報》不得不承認，在「雨傘運動」結束後，

香港的抗爭面對兩個困境，一是希望再有一場大型的政治
動員、大型的抗爭運動並不現實，二是稍有違反常規的抗
爭，又往往受到政治潔癖者或程序潔癖者的指摘。《蘋果
日報》哀嘆這兩個困境，無論在港大、港鐵的抗議行動中，
還是日後重新啟動爭取真普選的運動，都會一再出現，令
抗爭者感到無力、無奈云云。

《蘋果日報》哀嘆的這兩個困境，實際上是非法
「佔中」的暴力抗爭不得人心的結果。去年持續79 天

的非法「佔中」禍港殃民，事件至今已一年過去，但
市民怒氣未消。「佔中」搞手悍然發動違法「佔中」
行動後，迅速演變為騷亂，煽動暴民政治，衝擊正常
社會秩序，損害香港優良法治傳統，一度使香港成為
暴戾之都、動亂之都、無法無天之都，使社會的整體
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佔中」一周年時，「佔中」發起人及「雙學」
（學聯和學民思潮）紛紛承認失敗。反對派搞的「佔
中」一周年紀念，到金鐘「緬懷」的支持者不到一千
人，反對派政黨的頭面人物幾乎全部失蹤，原因顯然
是區議會選舉在即，「佔中」已被視作負資產，反對
派不敢不與此切割。

社會各界對暴力抗爭深惡痛絕
經歷過非法「佔中」暴力侵害的切膚之痛，社會各

界對暴力抗爭深惡痛絕。反對派早前煽動激進學生暴
力衝擊校委會，圍堵謾罵甚至禁錮、攻擊校委。有校

委期間被打，有校委疑受衝擊受傷而需要入院，有激
進學生竟然不讓受傷校委離開，行徑令人震驚，也令
人心寒。結果引發社會輿論反彈，社會各界紛紛譴責
激進學生的暴力行徑。

《蘋果日報》竟然聲稱：「稍有違反常規的抗爭，
例如港大學生進入校委會會場抗議，又往往受到政治
潔癖者或程序潔癖者的指摘。」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
竟然變為「進入校委會會場」，社會各界對暴力行徑
的譴責，竟然被污衊成「政治潔癖者或程序潔癖者的
指摘」。在《蘋果日報》眼中，香港珍貴的法治核心
價值，市民對和平理性的追求和對程序正義的尊重，
都是「政治潔癖或程序潔癖」，這恰恰暴露了《蘋果
日報》的骯髒，《蘋果日報》不僅一貫宣淫販賤骯髒
下流，而且政治上也極其骯髒，黎智英編織龐大的
「黑金」網絡，讓反對派議員為壹傳媒集團出頭，並
以「黑金」全面操控非法「佔中」，嚴重侵蝕本港廉
潔，毀壞本港政治清明。現在，《蘋果日報》又鼓吹
暴力抗爭，企圖重演「佔中」，其骯髒邪惡心理暴露
無遺。

市民不容許大學變成策動鬧事的基地
學聯副秘書長王瀚樑亦聲稱對大學條例的修例公投

議案或會寫入抗爭模式，例如罷課、衝擊或佔領等，
有激進學生亦鸚鵡學舌稱，抗爭行動必須能影響大學

運作，才能迫使政府讓步云
云。

現時香港的八大院校，均受
大學條例規管。特首兼任校監
的有關權力，是經過法律明確
規定，並且由回歸前沿用至今，以確保校監對大學發
揮監察權力，反對派和激進學生要改變特區政府管理
香港大學的制度，不僅違反世界潮流，而且是企圖將
大學變為不受任何監管的獨立王國，讓陳文敏、戴耀
廷之流，與同反對派沆瀣一氣的激進學生在大學為所
欲為。

反對派政黨特別是公民黨，去年就將港大作為非法
「佔中」的後勤和輿論基地，早前不惜以卑劣的政治
手段衝擊大學自主為陳文敏「逼宮」失敗後，又企圖
在港大煽動新一輪暴力抗爭，企圖為陳文敏翻盤，並
且企圖廢除特首校監制，以延續所謂的「雨傘革
命」，將港大變為其「反中亂港」和今後繼續策動
「顏色革命」的基地。

但是，包括港大在內的香港八大院校，全部都是由
特區政府撥出巨額公帑營辦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特
區政府完全有權按照原來的制度監督和管理用公帑營
辦的大學，豈可任由反對派和激進學生將大學變為不
受任何監管的「獨立王國」？香港社會絕不容許大學
變成反對派培植勢力、策動鬧事的基地。

反對派鼓吹暴力抗爭 企圖重演「佔中」注定失敗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鼓吹抗爭不能囿於傳統方式，只有觸及甚至癱瘓社

會運作的抗爭，才足以引起關注和改變云云。有激進學生亦鸚鵡學舌稱，抗爭行動必須能影

響大學運作，才能迫使政府讓步云云。去年持續79 天的非法「佔中」暴力行動禍港殃民，

事件至今已一年過去，但市民怒氣未消。《蘋果日報》和激進學生鼓吹暴力抗爭，企圖重演

「佔中」，注定失敗。

施永青：反對派死撐港無寧日
雷鼎鳴：RAE劣評港大響警號

降參選年齡 林鄭：長期無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為求趁
明年立法會選舉參選上位，日前就
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年齡限制，向
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將參
選年齡由目前的21歲降至18歲。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事件或已進入司法程序，目前不欲
表達香港特區政府立場，能否及時
修例亦屬未知之數，但她強調，過
往長期並無強烈訴求要求降低立法

會參選人年齡至18歲。身兼行會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認為，基本法明確訂明立法會參選年齡是21歲，黃
之鋒司法覆核成功機會低。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傳媒問到特區政府認
為有否需要檢討參選年齡時指出，由於事件可能已進入司

法程序，她不想表達政府的立場，「我只能夠講在過往一
段相當長的日子，在討論香港的民主進程或是選舉的制
度，就似乎並沒有一個很強烈的訴求要將參選人的年齡由
21歲降到18歲。」
再被問到黃之鋒此舉會否影響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林鄭

月娥續說，「這件事、這個假設性，究竟會不會受理？會
不會有什麼結果？即使有很強烈的公眾訴求，能不能及時
修例？這些全部都是未知之數，但如果要修訂，看來時間
是非常之緊迫。」她重申，「真的沒聽到社會上有一個訴
求指去參選立法會議員可以由21歲降至18歲。」

葉太料黃之鋒覆核成功機會低
葉劉淑儀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回應傳媒查詢時則表示，

申請司法覆核的門檻低，現要視乎法庭是否批准，但她相
信黃之鋒提出司法覆核的成功機會低，因為基本法已明確
訂明立法會議員的參選年齡是21歲。

■林鄭月娥
張偉民 攝

港冀泰合法合理解決港攝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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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李自明）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未能晉升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反對

派一直無視其學術水平不足的「死因」，學聯更將矛頭轉向

特首必然成為院校校監的制度，煽動「公投」甚至「佔校」

迫使修例。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昨日指，

陳文敏稱自己有文章在3份「頂尖刊物」刊出，但事實上並

不頂尖，而法律學院在陳領導下於「2014研究評審工作

（RAE）」中表現欠佳，是十分重要的警號。中原集團創辦

人施永青昨日批評，反對派若再堅持「理想主義」，香港肯

定永無寧日，希望他們接受政治現實，不要再走極端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首次官式訪問以色列，昨日上午（以色
列時間）拜會以色列總統瑞夫林，討論如何進
一步發展香港與以色列的關係，包括創新及科
技方面的合作。梁振英指出，香港並不缺乏人
才和創意，但需要加強官、產、學、研之間的
合作和聯繫。此外，梁振英還與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會面，介紹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可以如何協助以色列企業開拓中國和亞洲的
商機。

「香港並不缺乏人才和創意」
梁振英表示，今次率領30人代表團，分別來

自特區政府部門、學術界、業界和研究界，期
望可以借鏡以色列成功發展至享譽創新科技界
的經驗，將之應用到香港，推動經濟發展。梁
振英形容，「香港並不缺乏人才和創意，但我
們需要加強官、產、學、研之間的合作和聯
繫」。此外，梁振英昨日上午又到以色列耶路
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獻花悼念死難者，並到
訪Holocaust History Museum。
在昨日行程中，梁振英還參觀了專門研發汽

車輔助駕駛技術的科技公司，體驗乘坐自動駕
駛汽車。及後，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了解大
學技術轉移公司多年來的成就。
晚上，梁振英出席了以色列副外長Tzipi Hotovely

主持的晚宴，並發表主題演說，介紹香港為以色
列商界提供的機遇。代表團於今日（以色列時間
十月十四日）會到特拉維夫訪問市內的創新科技
企業。

有報章昨日刊登雷鼎鳴的文章。指港大暫任首席
副校長譚廣亨於今年8月發信給港大各院系領

導，指港大在RAE中表現遠不如理想，港大的領導
層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警號，但院系領導卻互相推搪
卸責，「譚十分不滿，認為院系必須深刻反省，並貫
徹一系列改進措施。」雷鼎鳴續指，若港大真的有決
心整頓一些差強人意的院系，「其負責學術人事的副
校長，便一定要是嚴格的學術把關人。」

雷：刊陳文敏文章3刊物非「頂尖」
至於陳文敏的資歷方面，雷鼎鳴指出，從陳的好
友、《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漏出的評鑑人名單中已
可清楚看到，「物色委員會並無對陳進行過真正嚴格

的學術評估」，當中部分人更與陳有利益關係。檢視
陳稱自己有文章在3份頂尖刊物刊出，「按照刊物過
去7年的『影響因子』排名，據美國有一大學法學院
的網站資料顯示，其（最好的期刊）在法學學報中的
排名為第六百三十，另外兩份『頂尖』刊物連一千名
也入不到。」他又指，陳的論文引用率偏低，在
SSCI引用率中只被引用過74次，「與知名的法學學
者數以千計的引用率相差太大，校委會若有質疑，並
不奇怪。」
施永青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當年英國人為保留

對香港教育的話語權及管治權，規定由港督委任校委
會主席和成員，若任何人以「反殖」為大學理念，同
樣不會獲批擔任校長，「香港回歸祖國初期，國家深

信香港懂得如何定位，願意放手予香港；但今日香港
不斷刺激及挑釁國家。青年可以說是少不更事，但政
黨領袖及傳媒不斷煽風點火，效果就不一樣了。」

施：不認同將港大制度推倒重來
施永青又表示，不認同將港大固有制度推倒重

來，若反對派再堅持「理想主義」，香港肯定永無
寧日。他指出，目前的社會既定遊戲規則，就是接
受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若將制度推倒重
來，長時間都不能建立憲政基礎。任何的折衷方
案，定要有部分人讓步，堅持己見定必分裂。 香港
定要扭轉局面，不要再走極端路線，不要再被「兩
頭挖中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網上媒體《端
傳媒》攝影記者關學津早前到泰國採訪四面佛爆炸事
件，離境時被發現攜帶避彈衣，被控違反管有武器規
定，遭當局起訴，並要求他於下月再出庭。香港特區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
關注關學津案，保安局已多次向泰國駐港總領事表達
關注，不過特區政府亦要尊重泰國依法辦事，期望事
件合法合理解決。中國外交部昨亦指出，中國駐泰國
使館高度重視事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處理，其間會
密切跟進，為關學津提供協助。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會會議前，被傳媒問到特區

政府有甚麼可進一步跟進關學津案。林鄭月娥回應時
指出，特區政府一直關注關學津在泰國被檢控事件，
所以保安局亦先後幾次與泰國駐港總領事表達了特區
政府的關注。不過，特區政府亦很重視依法辦事，所
以亦要尊重泰國政府在執行法律方面的程序。「我在

這裡希望這件事能夠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能夠盡
快解決得到。」

外交部促泰方依法公正處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時，被問到有關關學津案的進展及外交部能否向關學
津提供協助。她回應指出，事發後，中國駐泰國使館
高度重視，及時向泰警方核實了解案情，敦促泰方依
法、公正處理此案，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中國駐
泰國使館將繼續密切跟蹤案情進展，積極為當事人提
供相關領事保護與協助。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副主席何家達昨日接受一個電

台節目訪問時提到，知道關學津已獲准保釋，並成功
取回護照，獲安排昨早乘搭飛機由泰國返港。他說，
有國際傳媒關注事件，正考慮是否聯合更多業界，希
望給予泰國政府壓力酌情處理。

■梁振英與以色列總統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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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不認同將港大制
度推倒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