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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拉森號軍艦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
礁鄰近海域，中國外交部和軍方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外長王毅奉勸美國三思而後行，勿輕
舉妄動、無事生非。美國明目張膽地侵犯中國主
權，擺出咄咄逼人的挑釁姿態，顯示其抱陳守
舊，仍然以「世界警察」自居，企圖用過時的冷
戰思維遏止中國崛起，背信棄義，與兩國建立互
利共贏新型大國關係的正確方向背道而馳。中國
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對於任何國家的蓄意挑
釁，中國有決心、有能力捍衛主權領土和國家尊
嚴，美國佔不了任何便宜，只能暴露其破壞地區
和平穩定的真實面目。

上月習近平主席訪美，中美兩國領導人曾就南
海問題達成了「保持建設性溝通」的共識。當時
奧巴馬信誓旦旦表示，要管控中美之間的矛盾，
同意在南海等問題上開展良性互動，顯示兩國完
全可以通過對話協商，化解分歧增進合作。但言
猶在耳，美國就打着維護「航行和飛越自由」的
旗號，迫不及待派出軍艦闖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
島礁12海里範圍，以示「不承認中國對有關島礁
擁有的主權」。奧巴馬政府背信棄義，惡意挑
釁，攪渾南海，以為在南海炫耀武力，製造緊張
局勢，就可以逼中國在主權問題退縮讓步，實在
蠻橫之極，無理之極。

南海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中國對南沙群島及
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一再敦促
美國避免採取任何挑釁性言辭或行動激化南海爭
端，而應採取負責任行動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太
平洋之大，完全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作為太平
洋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維護和平之海，中美雙
方共同發揮建設性作用，不僅能夠造福兩國人

民，也將有力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
發展。可惜，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建設性態度置
若罔聞，一意孤行在南海採取軍事行動，以示美
國才是亞太地區的「主宰」。近年美國不遺餘力
地推行「重返亞太」戰略，千方百計拉攏南海有
關國家，從政治、經濟到直接付諸軍事手段，企
圖全面遏止中國的和平發展，以維護自己「世界
霸主」的地位。

當今世界格局多極化發展乃大勢所趨，「和平
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以非此即彼、對峙對抗
的冷戰思維處理國際關係，早已昧於時勢。美國
唯我獨尊心態積重難返，無時無刻都在提防別人
的挑戰，始終跳不出零和博弈的狹隘框框。在南
海耀武揚威，向中國「秀肌肉」，向有關國家傳
遞可以挑釁中國的錯誤信息，不僅無助平息南海
緊張氣氛，反而會火上澆油。這種行為，再次顯
示美國並非和平使者，而是地區不穩的麻煩製造
者。然而，無數事實已經證明，美國並不能憑借
軍事行動達到目的，反而會弄巧成拙，引火燒
身。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焦頭爛額，
還導致恐怖主義威脅盛行，如果不吸取教訓、痛
改前非，只會不斷泥足深陷。

中國堅持以和平包容的原則與世界各國友好互
利合作，願意和世界任何國家保持平等互利、相
互尊重的關係，但中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
也不可動搖，中國保衛國家安全利益的軍事能力
更不可低估。朋友來了有美酒，豺狼來了有獵
槍。美國不是沒有領教過中國保家衛國的決心，
如果執迷不悟，一再誤判形勢，中國一定會還以
顏色，讓美國悔不當初。

（相關新聞刊A2版）

侵犯中國主權 美國背信棄義
港大校委會昨天傍晚召開會議，議程包括討

論處分之前違反保密守則、洩露會議內容的學
生會會長馮敬恩等事宜。會議決定保留馮的校
委身份，但作出禁止馮今後出席含保密內容的
會議的處分。應該說，這個處分是相當寬厚
的，一方面對違反保密守則的人給予了一定的
處罰，以正校風和維護港大形象；另方面，也
考慮到大學是一個教育人的機構，保留了馮的
校委職務，希望他今後能夠改過自新。另外，
校委會因應涉及違法「佔中」的非法捐款而被
處分的兩位教職員的要求，會再檢視對其的懲
處安排，這也是校委會尊重教職員權益的體
現，反映出校委們是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去
履行職責，相信他們能夠維護好港大的形象和
令港大不斷向前發展。

上月29日晚上，港大校委會開會否決了關
於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建議，作為當然校委的
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竟然置校委會保密守則於不
顧，向外透露校委的討論內容，其中還有不少
不實不確之言。此事引起社會輿論譁然，許多
人都批評馮作為校委，不遵守保密承諾，是
「無信、無德、無義」的表現。社會輿論還指
出，馮敬恩這樣做，嚴重違背了「明德格物」
的港大校訓，損害了港大的形象，如果港大同
學都像馮敬恩那樣不守規則、毫無誠信，社會
上以後還敢聘用港大的畢業生嗎？這次校委會
對此作出必要的處理，明規則，正校風，是非
常必要的。否則，作為港大最高權力機構的校
委會，就無法行使好法定的權力和履行應有的
職責。港大百年校譽也難免受到無可挽回的損
害。

毋庸諱言，校委會沒有撤銷馮的校委身份，
只是禁止其參與有機密內容的會議，可算是相
當輕的處罰。這種處理既顧全了校委會的保密
原則，強調了規則的重要性，防止馮再次洩密
而影響校委會乃至大學的正常運作，又給予了
馮改過的機會。可以說，校委會用心良苦，希
望馮改過自新。但是，從昨天馮的表現看，馮
至今尚未能領悟到擔任校委的港大老師和社會
人士的一片苦心。如果他還是這樣執迷不悟，
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未來難免招致更加嚴
重的懲處。

另外，校委會主席梁智鴻表示，管理層會再
檢視對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因涉及
「佔中」捐款風波的懲處安排。之前，戴耀廷
因涉及違法「佔中」的非法捐款事件，被校方
處以限制三年內不得接受捐款、不得擔任管理
層的處分。戴日前寫信給梁智鴻，為自己鳴冤
叫屈，甚至質疑校委會出於政治動機來懲罰他
發動「佔中」行為。不過，戴也是作賊心虛，
知道這樣鬧下去於己不利，就假惺惺地說「基
於對港大的愛，不會就校委會決定尋求覆核，
因為擔心會對港大造成更大傷害」云云。其
實，戴耀廷發動違法「佔中」，把港大變成搞
亂香港的策源地，這本身就是對百年港大最大
的傷害。學校管理層就應該對這些不務正業、
無心教學、違反校規，甚至涉嫌違法的行為，
作出嚴肅的懲罰。同時，校委會更應堅守立
場，不讓某些懷有不可告人目的之外部勢力插
手港大的內部事務，確保港大按照《香港大學
條例》來正常運作，這才是真正熱愛港大，真
正維護港大的聲譽和學術自由。

正校風 護形象 港大校委會處罰違規者
A4 重要新聞

校委會禁馮敬恩參與保密會議
馮仍拒交代洩密 馬斐森對不尊重制度表震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兩度公然違反保密慣例、甚至召

開記者會選擇性洩密，並發放錯誤訊息令校委飽受滋擾的香港大學

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昨日仍不肯就事件作出交代，聲稱要再聽取法

律意見。港大校務委員會接受馮的請求，但有見馮視保密慣例為無

物，故決定之後的保密項目將不准馮參與，以保障其他校委可自由

地表達意見。校長馬斐森也指，對有人如此不尊重保密制度感到震

驚。早前曾聲言願意為洩密接受批評的馮，既不肯為自己的行為作

出交代，又不服校委會決定，稱該會「未審先判」及「排拒有意見

者」，顯然未有為自己的醜行作出反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
鴻任期將於下月6日屆滿，外界盛傳由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接
任。特首梁振英昨日指，特區政府在適當時候會宣佈新任命，
並強調向來本着用人唯才的原則，呼籲外界無須對任命人選作
出太多政治上不必要的猜測。他又慨嘆，在政治化環境下，當
局愈來愈難任用公職人員。

高度政治化任用公職人員難度增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說，特區政府在適當

時候會宣佈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的任命。他強調，特區政
府本着用人唯才的原則，作出所有大學校務委員和校長的任
命，希望在校內不要政治化；在任命人選的問題上，也不要太
多政治上不必要的猜測。他又指，現時香港高度政治化，很多
時候在不必要政治化的環境下，政府任用公職人員時面對的困
難越來越大。
有消息指，特區政府將會委任李國章接任港大校委會主席。港

大校友關注組在行政會議開會前，向梁振英遞交公開信表達不
滿，邀請他在兩星期內會面，希望他考慮社會上的反對意見。

特首：適時宣佈校委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子優）有「換肝之父」美譽
的香港大學外科學系前系主
任范上達，及港大外科學系
教授萬鈞等學者，被指有兩
篇於2006年《美國移植學
報》（AJT）發表的肝臟移
植論文被撤稿；據悉原因是
涉及「圖片來源」受質疑。
港大醫學院回應指，校方正

進行內部調查，暫沒有進一步評論或補充。
據財新網報道指，涉事的兩篇論文《雷帕黴素

可減輕肝硬化接受者肝移植損傷——下調
Rho-ROCK-VEGF通道的重要性》及《脂肪激素
脂聯素和FTY720結合可顯著提升小體積脂肪肝存
活率》均於2006年先後發表，由港大外科學系前
系主任范上達、教授萬鈞及多位港大及內地的研究
人員合作撰寫。其中萬鈞是兩文的第一作者。

圖片出處無合理解釋
據了解，在《雷帕黴素》一文中的圖片出處沒
有合理解釋，及《脂肪激素》一文的肝移植前後
的兩張組織切片圖完全一樣，故相信兩圖至少有
一張圖片有問題。AJT的執行編輯吉爾懷特（Jill
White）回覆內地媒體時指，經調查後發現有關圖
片是從其他來源複製所得，導致相關的數據和圖
像失去了科學上的有效性，又指論文的相關作者

並未針對論文內容的問題及撤稿事件作出任何解釋。
據悉，捲入事件的還包括港大醫學院的多名研究人員，

及內地的合作者。此外，內地媒體指上述兩篇被撤文章只
是匿名檢舉信中所提及的一小部分，舉報者列出的涉嫌
「問題論文」共21篇，其中涉及萬鈞署名的有7篇，而涉
及范上達的則多達14篇。
港大醫學院發言人昨回覆本報查詢時指，就內地網站文

章提及的指控，校方正進行內部調查，故暫沒有進一步評
論或補充。
除了今次事件，范上達曾於2008年因重複使用圖片而被
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懲罰。當時，范上達的博士後研究生在
選取圖片時，重複使用了一張已刊登的癌細胞圖片，其後
被醫學期刊《Gastroenterology》禁止他們刊登文章5年。
曾獲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范上達當時回應指，事件或會影響
到其院士身份及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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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上達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在上月底
的會議上，否決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擔任副校長的任命，
校委之一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違反保密原則，會後選擇性公開
部分校委意見。「保衛香港運動」昨日在校委會開會前到場請
願，促請校委會嚴懲馮敬恩，不要再讓他擔任校委，並批評他
洩密、衝擊會議行為，已反映他不配做港大學生。
「保衛香港運動」約20名成員，昨日在舉行校委會會議的
港大香港賽馬會跨學科研究大樓外請願，並遞交請願信予港
大職員，要求校委會討論如何懲罰違反保密原則的馮敬恩，
及促請不要再讓馮擔任校委。
「保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坦言，他們不要求港大把馮敬

恩「踢出校」已是很客氣，並嚴厲譴責馮的種種缺德行為。
他指出，在7月底的校委會會議被衝擊前，馮已事先張揚，
表明如果校委會的決定不合學生心意，不接受陳文敏擔任副
校長的任命，就會衝擊會議，最後更付諸實行。

傅振中：馮不配做港大學生
他批評，以這種暴民政治的方式，威嚇校委滿足學生的要

求，既破壞香港民主進程，也破壞學生應有的品德，直言馮
不配做港大學生。
傅振中續指，校委會上月底否決陳文敏的任命後，馮敬恩
更厚顏無恥，向外界洩露會議內容，但卻只片面引述個別校
委的發言，質疑馮只是憑自己的猜測「作故仔」，旨在「唱
衰」個別校委，是一個「大話精」。
他批評，馮敬恩違反校委會保密原則，顯示其沒有誠信，而

校委會作為港大的管治機構，校委發言往往涉及秘密，如果有
像馮這樣的洩密者在席，校委將不敢發言，會議不能有效、順
利地進行，促請校委會維護本身尊嚴，「踢走馮敬恩。」
在「保港運動」請願期間，出席會議的馮敬恩低頭快步從

對面馬路竄過，再進入大樓，成員見狀隨即揶揄他：「你唔
係好鍾意同傳媒講嘢咩？做乜唔講嘢嘅？正一縮頭烏龜！」

近幾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二，各大媒體都
雲集港大採訪校委會例會，昨日一批媒體再
次於場外等候時，一名網上媒體「香港01」
男記者走出沙宣道，被一輛路過之的士撞
飛。該名記者被撞後仍然清醒，並一度拒絕

送院，但最終被送往醫院檢查。
由於港大限制每個媒體只可派最多兩人進場，故

總會有些媒體要留守場外等候，過程中一名男記者
走出沙宣道時，遭的士撞傷。港大校長馬斐森和校
委會主席梁智鴻對事件表示關注，並希望該名記者
盡快康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採訪被的士撞飛 記者一度拒送院

■梁智鴻（左二）宣布校委會的決定。 黃偉邦 攝

「保港」促校委會剔走無誠信「大話精」

■「保衛香港運動」請願促校委會剔走馮敬恩。 黃偉邦 攝

■受傷男記者送院。 黃偉邦 攝

馮敬恩在今年7月校委會例會時洩
密，令大批學生及搞事者衝入會

議廳搗亂會議；9月時又開記招點名洩
密，一些質疑港大前法律學院陳文敏
資歷的校委，發言內容被公開，但由
於馮敬恩的不實引述，連累個別校委
被公審，有關情況令港大校委會極度
關注。
在取得校委會同意後，主席梁智鴻昨

日於在會後談及有關馮敬恩兩度洩密的
討論。他指出，當馮於7月洩密後，校
委會已於8月開會時要求他解釋，但當
時馮稱要多些時間；至9月例會後馮又
開記招洩密，昨日的會議上馮又再次請
求校委會給予他更多時間，以取得法律

意見，校委會亦同意。

促下次開會交代洩密原因
不過，由於馮已兩度洩密，做不到

保密承諾，故校委會昨日通過禁止馮
再參與保密項目的討論，但其他事項
則無影響，並強調馮仍是校委會成員
之一，「我們很希望他下一次開會可
以交代兩次違背保密（的原因），然
後我們再作決定。」
梁智鴻再重申，校委會強調保密的

必要性，認為這能保障大家自由發表
意見和討論，故未來亦會就之前其他
的洩密事件，包括文件上的，詳細調
查每一個相關人等。

曾聲稱願意接受批評的馮敬恩，昨日
繼續採取「拖字訣」，既不肯交代事
件，但又不服校委會的決定，於梁智鴻
面對傳媒時即場「挑機」，質問校委會
是否「未審先判」。梁智鴻則指馮是校
委會成員，可於會上表達意見。

馬斐森樂見嚴肅處理事件
不過，校長馬斐森則即場「反

擊」，指自己特別想強調保密這一

點。他表示，自他來了香港之後，對
於香港如此不尊重保密制度感到震
驚，「這影響了港大的運作，我非常
樂見校委會嚴肅處理事件。」
「挑機」失敗之後，馮敬恩之後另

外召開「不設提問」的記者會去「表
達意見」，繼續謂責校委會「未審先
判」，在他未有回應下作出「初步處
分」，聲稱有關做法是「排拒有意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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