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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被港大校委會否決了副校長
的任命之後，一度表示不會訴諸法律，
作息事寧人狀，扮「謙謙君子」。
言猶在耳，見到記協等反對派組織

死纏難打，拚命將事件政治化，馮敬
恩甚至叫囂要「無尺度抗爭」之後，
陳文敏認為時機已到，終於按捺不

住，好像聊齋裡面的鬼怪，變回原來面目，又跳了出
來煽動港大師生升級抗爭行動，在報上發表題為《校
委會已失師生尊重 改革顯得逼在眉睫》的文章，企
圖進一步撕裂港大，誓把港大搞垮搞臭，以解當不了

副校長的心頭恨。
首先，陳文敏支持用特務手法竊聽校委會會議的內

容，破壞保密機制。他作為一個法律學者，竟然不指
出這種行為不道德、違反法律，反而指責校委在會議
上指他不適宜擔當副校長，「校委會的討論竟淪落至
如斯地步，已失去不少師生的尊重」。由此更得出結
論，校外的校委成員比例要減少，因為「校委會內的
校外人士對學校認識不足，校委會有需要增加校內人
士的比例」。
陳文敏被否決出任副校長，是因為他的操守有問

題。他縱容戴耀廷違反港大規定，收受「神秘捐

款」，用於策動違法「佔中」。校委會對陳文敏作出
懲罰，包括不同意他升任為副校長。校委會的決定維
護了港大的制度，符合法治精神，做法正確，不容挑
戰。陳文敏隻字不提他被處分的原因，反咬一口說，
「校委會內的校外人士對學校認識不足」，根本掩飾
罪責，轉移視線。
港大是一間公營大學，根據《大學條例》賦予校
委會管理港大的權力。人人循規蹈矩，校委會當然
不會出手。「佔中」期間，港大法律學院成為「佔
中大本營」，出人出力出錢，出現至今仍真相未明
的「神秘捐款」，校委會當然要運用權力，不讓唯
恐天下不亂的人擔任副校長，令港大亂上加亂。陳
文敏所講的「校外的校委」，正是香港700萬人在
港大的代表。納稅人付出了大學的經費，當然要監

督港大是否按章辦事，是否遵守法治，港大的運作
是否符合長遠和整體利益。陳文敏卻認為，700萬港
人都是外人，不應插入港大事務，難道港大是「獨
立王國」嗎？
陳文敏無視《大學條例》賦予校委會管理港大的
權力。校委會本來就是一個管理機構，有權選擇誰
最適合出任港大副校長一職，否決公然地踐踏和違
反校規的陳文敏當副校長，是對港大負責。如果港
大校委會連這樣的大事也不能管，港大成為政客互
相包庇、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獨立王國」，那
真是港大的悲哀。
陳文敏要求「減少校外校委」的主張，是「圖窮
匕現」，反映他死心不息要破壞港大院校自主，也
更證明否決他當副校長的決定，合法合情合理。

陳文敏撕破面具誓把港大搞臭 徐 庶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11月5日（星期四）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主任張志軍昨日宣佈，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將
於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此次會面雙方以兩岸領導人
身份和名義舉行，是雙方商定的，這是在兩岸政治分
歧尚未解決情況下根據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的務實安
排。張志軍形容，今次會面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將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
的先河。

「習馬會」選址新加坡成就歷史佳話
外界原本預期，在馬英九任內無法實現兩岸領導人

見面的「習馬會」。此事在馬英九任期還剩半年左右
之時峰迴路轉。這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最高領導人
的首次直接會面。兩岸領導人實現會面，將兩岸交流
互動提升到新高度，開闢兩岸關係發展新空間，將有
利兩岸雙方加強溝通、增進互信，管控矛盾分歧，鞏
固共同政治基礎，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也有利於地區

和平穩定。
經雙方商定，此次會面雙方以兩岸領導人身份和名

義舉行、見面時互稱「先生」。這是在兩岸政治分歧
尚未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根據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的務實
安排。這不僅是規避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政治、社會阻
力，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兩岸的相互尊重，是化解一直
以來的「矮化」心結的最好示範。

此次「習馬會」選址新加坡，也具有積極意涵。人
們不會忘記，1993年4月27日的第一次「汪辜會談」
就是在新加坡舉行。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
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會談，是海峽兩岸高層
人士在長期隔斷之後的首次正式接觸，是兩岸走向和
解的歷史性突破。這次會談的成功，對擴大兩岸經
貿、科技合作和人員往來以至各項交流產生了重要的
積極作用。「習馬會」選址新加坡，是繼「汪辜會
談」之後，推動兩岸關係長期穩定和平發展的重大歷
史性事件，必將成就一段歷史佳話。

2008年後兩岸關係發展獲得源源不斷動力
2008年，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並增進互信，兩岸關係撥
雲見日、雨過天晴，以富有成效的努力，開闢了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道路，取得豐碩成果。2012年馬英九連
任，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期，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的階段，在認同兩
岸同屬一個中國、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
達成清晰的共同認知。

兩岸不斷擴大和深化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盡速完成
ECFA各項後續商談，加快推進兩岸金融、新型產業
合作，鼓勵雙向投資，保障台商權益。兩岸大力開展
各界交流，特別是深化文教領域的交流。大陸堅持以
人為本、為民謀利的宗旨，更加重視與台灣基層民眾
的接觸與互動，使兩岸關係發展獲得源源不斷的內在
動力。

習近平2013年就任大陸最高領導人後，兩岸官方高
層交流與時俱進，兩岸事務主管國台辦主任和「陸委
會」主委多次會面互訪，包括「張王會」與「張夏
會」在內，正式、非正式會面共6次，進一步鞏固了兩
岸的政治互信。

「習馬會」實現不是偶然而是水到渠成
國民黨近七年來的執政過程，是兩岸政治互信重新

建構和累積的過程。特別是2013年以來，馬英九和國
民黨領導人相繼發表涉及兩岸關係的重要講話，兩岸
間的共識更加清晰，即雙方都主張一個中國原則，都
主張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都認同「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習馬會」是兩岸雙方長期努
力的成果，兩岸政治互信不斷深化是兩岸領導人會面

得以實現的最關鍵基礎，「習
馬會」的實現不是偶然，而是
水到渠成。醞釀多時的「習馬
會」，能夠迅速決斷在台灣地
區大選前的敏感時點舉行，再次凸現了習近平務實與
開創的政治風格。

由於島內政治發展的複雜性，尤其是周期性選舉對
兩岸關係的影響比較大。面對當前島內政局，外界擔
心2016年若發生政黨輪替，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良好勢頭能否繼續。台灣面臨領導人換屆，
「習馬會」此時登場，表明兩岸雙方有足夠的共同政
治基礎，打開領導人會面這扇門，這是歷史性的突
破，為以後兩岸合作掃清了很多障礙。兩岸最高領導
人會面，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注入強大的新動力，
為兩岸交流確定制度性安排，有利推動兩岸長遠和平
發展，造福兩岸人民，對推動兩岸關係長期穩定的和
平發展具有歷史性意義。

「習馬會」鞏固兩岸良性互動積累的重大成果
台灣「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表示，這將是1949年以

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雙方在兩岸關係制度化發
展基礎上，進一步展開良性互動對話，是兩岸發展進
程的重大歷史里程。民調也顯示，八成以上台灣民眾
支持兩岸領導人會面。

習近平和馬英九的這次歷史性會面，必定會對未來
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歷史性的深遠影響，進一步鞏固
兩岸自2008年以來良性互動和交流所積累的一切重大
成果。展望即將登場的「習馬會」，兩岸民眾都希望
雙方能達成更多有利於兩岸人民的成果，進一步鞏固
兩岸政治基礎，為維護台海和平、增進兩岸人民福
祉、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經兩岸有關方面協商，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將於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就推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意見。舉世矚目的「習馬會」，將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的先

河，有利於兩岸雙方增進互信，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

穩定，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習近平不僅在國際層面致力開創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而

且在兩岸關係上開創領導人直接溝通的新時期，再次凸現了習近平務實與開創的政治風格。

馬英九在任期尾聲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無疑將成為他兩屆任期最大的政治功績。「習馬

會」的實現不是偶然，而是兩岸政治互信不斷深化累積的結果，是水到渠成。當前，大陸正

值「十三五」規劃的重要經濟社會戰略制訂期，「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也在逐步推進，兩

岸共同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習馬會」必將會本着為兩岸謀福祉的原則和務實與開創精

神，書寫歷史性的重要一筆！

■盧文端

「習馬會」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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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CY）自從開啟facebook（面書）賬
戶後，經常展示務農耕作成果，但昨日CY就「別開
生面」，發佈了多張可愛狗狗相片，以及一段短片，
包括有小松鼠犬BB，領養得來的雪橇犬Bond，及經
常在CY女兒齊昕facebook亮相的老虎狗Speedy。
CY留言指，3隻狗仔有意想不到的性格：最細的最
大聲，Speedy最單純，Bond則最和善。

一直喜愛小動物的CY，最先養了小松鼠犬BB。
到2012年，一位善心朋友籌辦「私人的愛護動物協
會」，CY對其中一隻流浪狗雪橇犬一見鍾情，立
刻決定帶回家，並改名為Bond，靈感源自電影《占
士邦（James Bond）》。至於Speedy，則是齊昕的
愛犬，當年更陪伴她在英國讀書。

CY除了大曬狗狗的「賣萌」（可愛）照，更上
載Bond及Speedy的生活片段。他鬼馬地留言指，
被困籠內的Bond請Speedy「咪走，幫我開閘！」但
Speedy一於少理，「吓？拜拜！」沒
料到片末有出人意表的結局，Bond果
然具備主人迎難而上的精神，竟然成
功撞開閘門出走，贏得網友大讚醒
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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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立法
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近日以校友身份插手
香港大學人事任命、發動廢除全港性系統
評估（TSA），被教育界人士批評他在
「政治醬缸日久」而「離教育專業遠
了」。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昨日在報章撰
文，質疑葉建源明知TSA有助監察基礎教
育階段的教與學情况，卻「跟着起哄，貿
貿然嚷着要求取締」，批評他身為教育界
議員，卻不以專業的洞見來監察政府的教
育施政。

撰文指不務教育正業搞政治
黃均瑜昨日在《明報》以《請用專業審

視TSA 與葉建源議員商榷》為題撰文，
批評葉建源將TSA議題政治化。黃均瑜於
文章開首表示，「作為立法會內唯一的教

育界代表，葉議員最近做了兩件大事。一
是以校友之名干預港大校政，二就是發動
推倒TSA！」諷刺葉建源不務教育正業，
而走去搞政治。
黃均瑜指出，一般家長可能不知TSA的

性質作用和重要性，但葉建源曾借調到前
教育署工作，不可能不清楚TSA有助監察
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與學情况，以察看公帑
是否得以善用，「如今因在執行上出現了
異化而引致部分家長反彈，連專業界別的
議員也跟着起哄，貿貿然嚷着要求取締。
取締了，立法會和政府都不用負責任了，
多好！」
面對TSA引起的反彈，黃均瑜認為葉作

為教育界的立法會代表，應該對症下藥，就
家長認為「題目太刁鑽艱深」，而要求教育
局改善設題模式，「甚至要求教育局發出通

告，向家長解釋清楚，TSA跟學生個人成
績無關，遇到不懂的問題，大可略過而不
需感到壓力。」至於學校過度操練的問
題，他建議葉建源設立投訴熱線，供家長
舉報過度操練的學校，「然後運用議員的權
威要求教育局予以跟進及限令學校改進。」

教界代表忘了本分不如取締
黃均瑜認為，TSA作為全港性的系統評

估，其結果除了回饋個別學校以外，更應
該回饋整個基礎教育系統，以找出當中有
無問題，再通過調適教學法、課程甚至教
育政策去改善教育質素。他指出，這才是
教育局和教育界議員應做之事，並質問葉
建源︰「立法會有70個議員，來自教育專
業的只有一個，如果連這唯一的一個都忘
記了專業，實行政治主導，與政客們沆瀣
一氣，這恐怕也是一種異化。根據葉議員
的邏輯，是否也應將這個立法會的教育議
席予以取締呢？」

狄志遠信有「第三路」若兩極化「極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佳叔）在其新書中提
到，目前香港各黨派的主要分野在於與中央
政府合作還是對抗，並沒有「中間路線」或
「第三條道路」。「新思維」召集人狄志遠
昨日認為，如果香港兩極化就很危險。他又
說，「新思維」着重解決社會問題，不像個
別政黨及議員着重「sound bite（精句）」。

批有政黨炒議題求生存
狄志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肯

定有「第三道路」，與他們接觸的市民也認為
「第三道路」是正確的，又指如果社會沒有
「中間路線」，將變得兩極化，屆時就會十分
危險，因為任何事只有「兩邊對打」，「中央
也不會好受」，雙方需要逐步放下成見，社會
才會有進步。「新思維」正在約見劉兆佳，並

希望社會對他們多些包容。
被問及「新思維」與政黨的分別，狄志遠

指，「新思維」與政黨一樣參與選舉，希望
在議會發揮政治理念，但着重解決問題，重
視政策推動，促進社會進步，「解決問題對
政治凝聚未必是最有效，（政黨會覺得）有
些問題最好就是持續多年，那他們就有位置
（生存），解決了就沒有議題。」
他又說，有小部分議員着重「sound bite

（精句）」，「講完，（說話）出了街就完
了他的工作，我覺得這未必對香港發展有幫
助。」
「新思維」副召集人黃成智前日說，香港

沒有政黨政治，導致政策在特區政府換屆後
南轅北轍，希望民建聯執政。狄志遠昨日回
應指，「新思維」沒有擁抱任何政黨，相信
黃成智只是提出政黨政治的問題。

謹守中立勿天真
臨別金句贈後輩鄧

國
威
：

筵開24席 高官雲集
由政府AO組成的政務主任協會，
前晚特別為鄧國威辦歡送晚宴，場面
熱鬧。葉劉淑儀昨日在其facebook中
透露，出席晚宴人士眾多，包括林鄭
月娥、曾俊華，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前文康廣播司蘇燿祖、前任公
務員敘用委員會主席吳榮奎、前工商
局局長周德熙、前廉政專員黎年、前
康文署署長梁世華、前申訴專員戴婉

瑩等資深政務官。
同時，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伉儷，及

多名退休不久的常秘，例如歐璟智及
楊立門等亦有出席。「據主辦是次晚
宴的政務官告知，如果不是場地所
限，筵開席數必定超過24席。」
葉太透露，是次晚宴由林鄭月娥致

辭，並代表政務主任協會獻花給鄧國
威，表揚他在政府的工作及貢獻。鄧
國威則回顧了他過去37年在政府的工
作生涯。鄧國威表示，自己身為政務

官，能為市民服務，感到十分光榮及
有滿足感。提到過去3個多月的生活，
他坦言是過了「困難的日子 」（a
few difficult months），但現在已慢慢
適應退休生活，並且活得開心，同時
也很感動，有這麼多人出席歡送晚
宴。

在談及退休生活的同時，葉太說，
鄧國威也提醒師弟師妹，要謹守公務
員的核心價值，除了要維持「政治中
立」外，亦需緊記千萬不要「政治上
天真」。「在場人士聽畢其發言後，
掌聲不絕。」

■歡送鄧國威晚宴出席人士眾多，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葉劉淑儀等。
葉太fb圖片

黃均瑜批葉建源政治化TS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政務主任協會前晚舉辦歡送公務

員事務局前局長鄧國威的晚宴，筵開24席，超過260人出席，包

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等資深AO（政務主

任）都到場。出席了晚宴的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昨日在其facebook中透露，鄧國威在晚宴中提醒師弟師妹，

要緊守公務員的核心價值，在「Politically neutral（政治中立）」

的同時，千萬不要「Politically naive（政治上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