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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為了取
得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員」選舉
入場券，不惜與「人民力量」主席
袁彌明「反面」，在「人民力量」
早已派人到海怡東從事地區工作的
情況下，仍然堅持「空降」落區參
選，以迫使「人民力量」讓出選
區。袁彌明曾提出與陳家洛換區，

但遭陳斷然拒絕，最終鬧個不歡而散。而「人力」之
後隨即向公民黨大興問罪之師，昔日同盟之義已不復
見。
陳家洛的霸道行徑引起不少激進派及社運人非議，
同屬激進派的前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日前就在網台力

撐袁彌明，更「踢爆」陳家洛的「古惑仔」本質，指
他為要當公民黨「大佬」而「出賣」同黨。陶君行直
言：「在公民黨中，唯一最不可靠的，實不相瞞就是
陳家洛。他是我那代的學聯人，所有人都講佢壞話，
正一『古惑仔』，很多計算。」他並指，反對派協調
區選時，陳家洛竟主動「爆料」畀《蘋果日報》，臨
急抱佛腳。
對於陳家洛的投機本質，其實外界早已有目共睹。

當年他與鄭宇碩競逐公民黨主席，曾經表明不會參選
立法會議員，但當成功接任黨主席後，卻運用黨主席
大權，要求黨內讓他出選立法會，即是既要當黨主席
又要做立法會議員。他最令外界非議的，是他在部署
公民黨上屆立法會選舉時私心自用，一方面訂立新規

定，要求現任議員只能排名單第二，以抬新人上位，
目的就是要陳淑莊為自己抬轎，把港島議席讓給他。
同時，他為了協助郭家麒參選新界西，又游說余若

薇「空降」新界西，並排在郭家麒後面。他曾指，此
舉可以讓公民黨取得兩席，但結果很清楚，公民黨不
但取不到兩席，更拖累了民主黨，而余若薇、陳淑莊
失去了立法會平台後，隨即聲勢大減，變相令陳家洛
成了公民黨大佬。顯然，這樣的部署是一次「二桃殺
三士」之計，陳家洛不但「古惑」，更是陰險。
現在陳家洛眼見陳淑莊要捲土重來，並且得到黨內

大佬支持，他要繼續排在港島第一位出選的計劃難以
得逞。他於是被迫轉換軌道參選區議會選舉，以取得
「超級區議員」選舉入場券。他故意與袁彌明起衝
突，其實不過是要製造事端，向黨內表示自己已經全
力爭取區議會議席。但其實他自知選情並不樂觀，高
調參選不過是對黨內有個交代。他真正的算盤，是要

「空降」九龍東接班梁家傑。梁家傑已多次表示不再
尋求連任，屬意由譚文豪接班。但譚文豪聲勢不足，
在黨內實力不穩，於是陳家洛希望利用自己的立法會
議員身份，迫公民黨讓他代替梁家傑出選，以穩取九
東一席。
然而，此舉食相太難看，也令外界感到他以大欺
小，對他極為不利。於是他便要在區議會選舉做一場
「大龍鳳」，表示自己已經背城借一參選，假如最終
失敗了，公民黨也有責任為他謀後路。而且他又通過
友好傳媒，指當年公民黨如何勸他出山，現在只能做
一屆立法會議員，是對他「失信」云云，這些都是要
向公民黨「逼宮」，讓他在選後隨即轉移到九龍東參
選，延續其尊貴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如此心計、如此
投機，說他「古惑」已是客氣，難怪連陶君行也看不
過眼。而且，不要忘記，陶君行沒有說過下年不參選
九龍東，又怎會希望「多隻香爐多隻鬼」呢？

陶君行「踢爆」陳家洛「古惑仔」本質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

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任期將於11月6日屆
滿，有報道指，將由身兼行會成員的現任校務委員會
委員李國章接任。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聲
稱，李國章過往多次干預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他已
草擬反對李國章擔任校委會主席的議案，並提交港大
畢業生議會處理，預計在12月1日特別會員大會上表
決，讓校友表達意見。葉建源又聲稱，萬一行政長官
在日內委任李國章為校委會主席，他們或採取任何行
動，包括提出司法覆核云云。

關注組惡意攻擊醜化李國章 完全違反事實
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聲稱，李國章過往多

次干預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這是惡意攻擊醜化李國
章，完全違反事實。李國章1982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外科學系創系主任及講座教授，1987年至2002
年歷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院長，香港中文
大學校長、外科學系講座教授。在李國章歷任中文大

學有關職位任內，中文大學在各範疇都有極大進展，
而醫學院在研究領域亦取得多項突破。李國章亦曾擔
任多項主要公職，包括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及科技委
員會委員、教育統籌局（現教育局）局長等，他在多
項主要公職任內貢獻良多。李國章對香港教育的貢獻
是不可抹殺的，教育界對此普遍認同和給予讚譽。葉
建源惡意攻擊醜化李國章，只能說明他這個教育界立
法會議員，根本不能代表教育界心聲。

關注組聲稱，已向港大畢業生議會提交議案，預計
最快12月1日前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投票表決是否贊成
李國章擔任校委會主席。但是，港大畢業生議會已於
今年9月1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要求校委會30天內確
認陳文敏為副校長人選。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共有16
萬多會員，出席9月1日特別會議的會員只有3,000多
人，僅佔全體會員2.5%，怎能代表16萬多港大校友？
關注組又稱，預計最快12月1日前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這又是9月1日特別會議的故伎重施，自欺欺人。關注

組想藉此反對行政長官直接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權
力，未免機關算盡，不知天高地厚，霸道妄為。

港大校委會主席由特首委任 不受任何干預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組成

的港大校友關注組，早前為將公民黨黨員陳文敏推上
港大副校長寶座吹喇叭、抬轎子，向港大校務委員會
施壓，明目張膽干預港大校政、破壞大學自主。但
是，多數港大校委激濁揚清、弘揚正氣，按照院校自
主、學術自由的核心價值和優良傳統，否決陳文敏出
任副校長一職，不僅維護了院校自主、學術自由與港
大百年聲譽和傳統，而且維護了正義、良知與規矩。

關注組不甘心在副校長遴選風波事件中遭受失敗的恥
辱，現在又繼續干預港大校委會主席人事任命，是絕對
不能得逞的。現時各院校校監或監督由特首兼任的做
法，是沿襲回歸前港督出任校監的安排，《香港大學條
例》賦予校監的權力，當中最重要一項，是特首擁有委
任部分校董會成員的權力。除了委任中文大學校董會主
席時須根據校董會提名而委任外，特首可以委任任何校
外人士擔任其他各院校的校董會主席（港大則為校務委
員會主席）。根據《香港大學條例》，港大校委會主席
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不受任何干預。

關注組企圖再掀「倒梁」歪風
港大校委會主席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是經過法律

明確規定，已經成為香港法
律，並且由回歸前沿用至
今，以確保校監對大學發揮
監察權力。既然過去的港督
都享有這樣的權力，為什麼
現在關注組要反對行政長官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權
力呢？

關注組反對行政長官直接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權
力，是企圖掀起新一波「倒梁」歪風。在港大副校長
遴選風波中，始作俑者和幕後黑手是公民黨。公民黨
主席余若薇3月以《特首不應任大學校監》為題，就提
出應該檢討是否要改變沿襲港英時代由港督出任校監
的制度。其後，港大校友關注組在報章刊登聲明，聲
稱「取消由特首兼任校監的安排」，實際上是秉承余
若薇3月文章的旨意，目的實為「叫梁振英下台」。關
注組現在反對特首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權力，也是
企圖再掀「倒梁」歪風。

關注組企圖再掀「倒梁」歪風，其實是劍指信任和
支持梁振英的中央政府，實質是對抗中央。違法「佔
中」結束後，反對派重新拾起「不合作運動」口號，
包括關注組一再干預港大人事任命，企圖用消耗戰來
阻攔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中央旗幟鮮明「挺梁」，就
是要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平穩發
展，維護港人福祉。關注組企圖再掀「倒梁」歪風，
可以休矣。

關注組干預港大校委會主席任命應予譴責
有報道指，港大校委李國章可能接替梁智鴻擔任校委會主席，港大校友關注組表示強烈反

對。關注組在港大副校長遴選事件中肆意干預港大校政、破壞大學自主，現在又干預港大校
委會主席人事任命，惡意攻擊醜化李國章，暴露關注組企圖插手港大所有人事任命，將港大
蛻變為關注組操控的「獨立王國」。根據《香港大學條例》，港大校委會主席由行政長官直
接委任，關注組干預港大校委會主席人事任命，不尊重港大人事任命法例和機制，必須受到
譴責。而這種任意破壞制度，干預大學人事任命的行為，也絕對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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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
議員和社區人士都在社交網站facebook
（面書）上設立個人網頁聯繫市民，成
為政界潮流。特首梁振英昨日亦首設個
人facebook網頁發放消息，分享見聞，
加強與各界的聯繫。網頁設立首日，他
便與市民分享種花心得，上載多張紅花
美照，其身穿「家是香港」polo恤的網
頁形象照片（profile picture）更吸引逾
百名網民「點讚」。不過，網頁昨日間
斷關閉，昨晚至截稿前仍未恢復。
該facebook個人網頁約於昨午2時前
在網上出現，以梁振英英文簡寫「CY
Leung」為名，網民可在網頁上「點
讚」和「分享（Share）」網頁信息，
但不能在信息上公開留言。不過，網民
仍可以「信息（Message）」功能私下
留言給梁振英。

蔣麗芸馬恩國陳志豪等支持
時間線（Timeline）上出現的首個貼
文，為梁振英身穿「家是香港」白色polo
恤的形象照片。截至昨晚8時左右，該照
片有過百名網民「點讚」，包括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蔣麗芸、本身為大律師的中澳法
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香港青
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正義
聯盟黨」主席李偲嫣等。

其後，梁振英昨午又上載8張粉紅色花朵照片，
提到「很多朋友經常同我交換種花照片和心得，今
日開個FB會同大家分享花菓樹木和生活照片。希望
大家欣賞。」截至昨晚8時左右，種花照片亦有90
多人「點讚」，30多人分享。
網頁設立後一小時，仍設有公開留言功能，民政

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徐英偉首先留言說：「Welcome
to Facebook!（歡迎來到facebook）」，馬恩國和部
分網民起初不確定是否梁振英個人網頁，一度留言
提問是否梁振英本人社交網頁，徐英偉隨後回覆一
個「真」字確認。不過，留言隨着公開留言功能關
閉而被刪除。
網頁昨午啟用後曾多次短暫關閉，未知是否與

惡意網民投訴或網頁正在修訂內容有關。網頁昨
晚8時後更一直關閉，至截稿前仍未恢復。

【編者按】由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出
品的《香港傳真》，聚焦香江熱點話題，對話
新聞當事人。《香港傳真》每周日晚7時30分
透過中國新華電視中文台（香港地區：nowTV
369頻道）播出。本報逢周一獨家刊載文字版
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香港特區第五屆區議會選舉在即，作為香港
最大的政治團體，民建聯此次派出171人參
選，希望再接再厲，服務社區。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接受《香港傳真》採訪時表示，「民建聯
齊心一致，希望在這場區議會選舉中打一場漂
亮的仗，一定履行承諾，做到『實事求是，為
您做事』。」

最年輕24歲 黃金時間建設香港
李慧琼介紹，「年輕化」和「專業化」是民

建聯此次參選區議會的一大趨勢，參選者平均
年齡45歲，最年輕的僅24歲。「24歲是一個拚
搏年紀，他們用自己最黃金的時間去建設香
港，建設社區。更多年輕人和我們一起去做，
真的很不容易。」
她強調，在推動年輕人參政方面，民建聯是

最出力的政黨之一，看到年輕人有拚搏精神和
社會承擔，感到欣慰。「我剛剛參加一個南區
候選人動員會，他們5點起床，凌晨12點下
班。這種服務社區的精神，讓街坊感動。」

社區工作貴在「細心」「堅持」

1999年，李慧琼首次當選區議員並連任至
今。在她看來，如今年輕人參政意願和途徑比
當年更好。她勉勵參選者，服務社區貴在「細
心 」與「堅持 」。「地區事務不分大小，市民
關心的都是區議員需要處理的，所以就要細心
聆聽，也要用心解決。第二個是堅持，不要小
看社區建設，哪怕一個社區會堂，聽起來好像
很簡單，但是要解釋給居民聽，了解居民想
法，跟政府溝通爭取，以至到爭取社會輿論關
注，並納入區議會討論範圍。這些其實都是很
長的過程，如果不堅持，未必會有成績。」
她指出，隨着年輕人不斷投身社區，越來越

多專業人士加入其中。「從事地區服務，如何
與政府溝通，與市民接觸，做好中間橋樑，也
是專門學問。總體來看，『年輕化』與『專業
化』是香港民主化必然現象。」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李慧琼：民記區選主打年輕專業

■李慧琼 資料圖片

信特首用人唯才
校委主席新任命

港大校友關注組昨午在港大中山廣場舉行記者會，搶在新任校
委會主席任命未公佈前表態，反對李國章任校委會主席。余

若薇、梁家傑、葉建源等多名政客均到場。葉建源聲稱，李國章
是「教育沙皇」，謂對方「一直憎恨港大」，任教統局局長時曾
要求捐款人不要向港大捐款。他又胡亂引用教院風波「證明」李
干預院校自主，稱李以削減學額手段威脅教院與中大合併。
不過，事實是：「與香港教育學院有關的指控調查委員會」早
在2007年就事件的調查報告已清楚指出：「調查研訊並無發現
有任何方面聯手採用不當的方法削減教院的學生名額，藉此令教
院『無法有效運作』，從而迫使教院同意與中大合併。」「沒有
足夠證據顯示教統局局長或其他政府人員曾對教院的院校自主作
出任何不當的干預。」葉建源對這些報告內容卻隻字未提。

葉建源「上綱上線」教協「發功」
葉建源之後更「上綱上線」，質疑李國章接任港大校委會主
席屬政治干預，臆測特首梁振英此舉「別有用心」，是藉着校
監委任校董權力安插人選到校委會，「使港大對立情況升溫」
云云。關注組威脅指，會草擬議案提交港大畢業生議會，內容
為反對李國章擔任主席，預計最快至12月1日才可進行無約束
性投票。葉建源更揚言，若李成為主席，或採取任何行動，包
括司法覆核、罷課罷教等。
為了配合港大校友關注組，教協昨日同時「發功」，公佈問

卷調查結果。該會稱訪問了670名大專學院會員，部分會員與
港大並無關係，74%人認為李國章不適合擔任校委會主席。
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表示，其任期將於下月6日屆

滿，未知道由誰接任，他希望政府可以盡早公佈人選，以便與
新主席多交流。梁強調，大學條例列明，委任一事是校監責
任，相信特首委任有其理由，是用人唯才，無論誰接任主席均
會以港大長遠和最好利益為依歸。被問到李國章是否合適的主
席人選，梁說不想批評任何人，不會給予意見。

梁高美懿：李國章經驗豐夠資格
港大校委梁高美懿接受本報查詢時指，未正式從校委會聽過
李國章接任主席一職，一切以校委會正式宣佈為準。對於葉建
源對李國章的種種質疑，梁高美懿指，今時今日「社會好多時
在某人未做任何嘢已經先作出反對」，這樣隨便斷定他人，並
不適合。她讚揚李國章曾任中大校長及教統局局長，教育及社
會經驗豐富，絕對有資格成為主席候選人。

張民炳：外力干預院校自主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葉建源等政客再次欲將港

大校務政治化。他認為，這些針對李國章的言論明顯存有偏
見，是外來政治勢力有意「先下手為強」，欲將主席候選人
「拉下馬」的手段，他們才是干預港大院校自主的人。

梁
智
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繼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之後，反對派接力以校委會主席換屆來大做文章。現

任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任期即將完結，外界盛傳由教育經驗極為豐富的校委李國章接棒；但反對派政客卻聲

稱，若由李接手，將掀起港大人士與校委會新一輪衝突，所以再次威脅，稱或發動司法覆核、罷課罷教等舊板

斧。梁智鴻昨日表示，不知道由誰接任，相信特首決定自有其理由，也是用人唯才，無論誰接任校委會主席，

均會以港大長遠和最好利益為依歸。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提出反對意見的政客是將港大校務政治化。

嶺南大學學生會上周一欲圍
堵校董會會議，多次喝斥校董
要求他們即時表態是否廢除特
首校監必然制。校董以禮相

待，與學生席地而坐，聆聽訴求，並
同意校董會下次會議將討論是否成立
專責小組，以跟進有關議題。不過，
嶺大關注組昨日再接力搞事，趁嶺大
步行籌款日舉行期間，攔路企圖包圍
到場主禮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
迫對方接公開信，需由校長鄭國漢及
保安協助始能離開現場，情況一度混
亂。 ■記者 姬文風

嶺大關注組圍林鄭
無
法
無
天

■李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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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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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個人facebook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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