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毛VS四眼 腸肥VS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學校務委

員會早前舉行會議，有

個別學生激進圍堵校

委，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近

日接受報章訪問，解釋學生校委馮敬恩

必須簽署保密協議的原因。馮敬恩昨日

則在其facebook上爆料稱，李國章愛喝

可樂，更暗咒李國章「很快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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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敬恩咒李國章「嗰頭近」
拒承諾開會保密 諷對方愛可樂易糖尿

校委會早前要求馮敬恩簽署保密協議，否則不能出席
校委會會議，李國章近日在接受《明報》訪問時解

釋，馮敬恩當時開門讓示威者衝擊，令到義務工作的校
委人身安全受威脅，有人被撕爛衣服，有人被包圍而無
法上救護車，故校委會上月例會上要求馮簽署承諾書的
做法公道。

李批學生爆粗顯表達力差
被問及有個別學生圍堵校委時，以粗鄙的「三字經」
相待，李國章坦言，這反映部分學生的表達能力差，又
以「真．《三字經》」回應道︰「養不教，父之過；教
不嚴，師之惰。」

在李國章的訪問昨日刊出後，馮敬恩即在其facebook
上稱︰「年輕人請不要灰心，每次開校委（會）我看見
李國章七十歲人，還會喝可樂，用手指『了（撩）下
（吓）了（撩）下（吓）』杯中的冰塊，喝得津津有
味，就知道我們很快就等到。」
資料顯示，長期、大量飲用可樂等碳酸飲品易得糖尿

病，不少「黑心鬼」留言附和稱「睇佢幾時死喇」、
「糖尿一定站喺佢地（哋）嗰邊」等，言語惡毒。

馮衝校委賴「同學壓力」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月刊》昨日則刊出馮敬恩

的訪問。馮在訪問中頻頻以「語言偽術」為自己「漂

白」，稱自己衝擊校委會是「護校心切」，但又聲言自
己去年7月「本來不太想」衝擊校委會，但有見同學有
「期待」，擔心自己「惹人討厭」，最終還是決定衝
擊，更稱︰「可能讓我衝多一次我不會那麼淆底呢，對
吧？」
他又為自己破壞校委會的保密原則辯解，稱自己「深
明」在製造「輿論壓力」前，必先付出代價，但稱自己
為了要大眾得知校委的言論，不怕「獨自承擔後果」，
而最壞打算是被踢出校委會或被踢出校，又聲言自己洩
密後亦曾被人公開指罵。他稱，有次跟朋友吃飯，突然
有枝牙籤飛來，原來是鄰桌罵他沒誠信，而他則見自己
「寡不敵眾」，只好噤聲云。

■李國章早
前出席記者
會時，枱面
亦放有一杯
可樂，竟惹
來馮敬恩詛
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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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敬恩
昨在 fb 上
施展「語言
偽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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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表明有意參選9月立法會選舉，包
括社民連在內的激進反對派首當其衝。選戰未開
始，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日前就與
「熱血公民」成員、人稱「四眼哥哥」的鄭錦滿
展開舌戰。兩人日前在電視節目中多次「互

片」，鄭錦滿揶揄梁國雄「抬棺材、拉鐵馬」的「抗爭」手法過
時，又稱他在立法會坐至肚滿腸肥。梁國雄就針對「熱血」多次
在示威中「抽水」，又搬出雙方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恩怨。

鄭嘲梁「抬完棺材就散水」
梁國雄及鄭錦滿日前出席一個電視節目。節目甫開始，梁國雄

提到旺角暴亂時，批評當日「啲人搵石（磚頭）去掟警察、還
擊」。鄭錦滿即揶揄梁的「抗爭」成果已是陳年往事，「抬吓棺
材、同警察協調一啲示威動作，例如拉吓鐵馬，然後就算、就散
水……你哋『泛民』所做嘅嘢，已經係過時，已經係out（落伍）
㗎喇。」
鄭錦滿的言論觸動了梁國雄的神經。梁反駁自己根本不是「泛

民」，又將焦點轉到多次在示威中「抽水」的「熱血」身上，
「你幾時做下一次『勇武抗爭』？你有無做過？你有無掟過
石？」鄭稱：「我點會無做過『勇武抗爭』。」梁反擊道：「你
都無做！黃毓民又無做，黃洋達又無做，陳雲又無做！」

梁責鄭曾受恩惠現「反骨」
鄭錦滿隨即搬出前年警方在旺角「佔領區」清場的舊事，稱自

己與梁國雄同樣被捕，「我係俾人告到去高等法院，你就因為有
尊貴議員嘅身份，就無告到你嘞。」
梁即踢爆鄭曾受其恩惠：「當日係你阿嫲攞5萬蚊嚟擔保你，

我仲叫個律師免費同你擔保。」
梁國雄又狙擊支持「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的鄭錦滿：「如果
用你哋嘅講法，年初一之後應該會繼續有（『勇武抗爭』）吖，

點會捲咗去競選度？你幾時做第二單？」鄭錦滿則稱，梁是在侮
辱「用血汗去抗爭」者，「你當年就係街頭行動者嘅身份，但係
呢十幾年嚟你無進步過，所有責任交晒畀啲後生仔嗰度……（年
輕人）唔係好似你咁，已經喺立法會裡面，坐咗十幾年，肚滿腸
肥！」
梁國雄又被「辣着」：「我肚滿腸肥？你見唔見到黃毓民去

『抗爭』？黃毓民都未坐監呀，你係咪叫黃毓民去掟石？」鄭錦
滿稱黃毓民曾在立法會擲水杯，被控普通襲擊，案件更已進入司
法程序，「你嘅工作咪就係做好啲手工送畀官員囉！」梁此時展
示牢獄生涯的「戰績」：「我坐咗五六次監啦，毓民坐咗監未
呀？陳雲坐咗監未呀？」
講到不同黨派的選舉協調工作時，梁國雄翻黃毓民舊賬，謂黃

在新界東補選初期時，已簽名支持楊岳橋，但在旺角暴亂後改為
支持梁天琦，鄭錦滿護主心切：「因為局勢轉咗嘛，係因為梁天
琦受到你哋『泛民』嘅系統不停打壓……『泛民』嘅系統就係
《蘋果日報》用咗幾日頭版幫楊岳橋做選舉廣告！」梁就揶揄：
「我幾時有打壓過佢……你除咗義和團咁唸台辭，仲有乜嘢
啫？」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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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與鄭錦滿在節目上「互片」。 有線電視截圖

黎汶洛為「選」又「攝」出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昨日出席由青年事務委
員 會 主 辦 的 青 年 交 流
會。聲稱有意組黨參加
今年立法會選舉而被嘲

為「攝石人」的「學民思潮」前召集人黎
汶洛，在林鄭發言期間突然站起，質問林
鄭月娥會不會停建高鐵，或在任期內設立
全民退休保障，其後更衝出座位示威，擺
明「博上鏡」。

劉鳴煒帶頭鼓掌「歡送離場」
在黎等人被保安員阻止時，出席同一活

動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即要求保
安員將黎汶洛等人帶離會場，又請與會者
以熱烈掌聲「歡送」他們，現場一時掌聲

不斷。見慣風浪的林鄭月娥則笑言，「坐
咗個幾鐘都奇怪點解咁平靜」，而示威者
的模樣她都認得，笑言「係熟客嚟」。

林鄭月娥在論壇中重申，特區政府只是
提供不同方案作諮詢，沒有具體建議，但
任何改善建議，在公共財政上必須是可負
擔及可持續的，「不論貧富」涉及龐大開
支，將會令其他如教育、醫療開支受壓
縮，加上人口老化，屆時政府很可能要加
稅，故當局對此有保留。

她坦言，近日有評論指香港在「空
轉」，很多議題即使談論已久但最終都
「作罷」或無疾而終，不希望退休保障如
此重要的議題停滯不前，希望接下來的一
系列研討會能引發理性務實的討論，令社
會達致共識。 ■記者 鄭治祖

■■黎汶洛突然衝出座位示威黎汶洛突然衝出座位示威，，
被保安員驅離場被保安員驅離場。。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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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新來港人士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梁天琦，因早前承認母親
是新來港人士，自己也非在港出世而
被批評。未知是否眼見風頭火勢都在
梁天琦身上，人稱「四眼哥哥」的
「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前日就自爆
「來自潮州」。「熱血」經常侮辱非
在港出生的新來港人士是「蝗蟲」，
鄭錦滿可能怕其「身世之謎」會影響
他參加立法會選舉，故他在自己的fb
中，將亞視舊劇《我來自潮州》的片
頭截圖「惡搞」一番，改成自己的樣
子，試圖「自我解毒」。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近日在

接受中大刊物訪問中也承認，自己在
新加坡出生、持新加坡國籍，但稱自
己是「香港人」，支持「港獨」，
「中國只是香港隔壁的一個國家。」

■文：陳庭佳、甘瑜
圖：facebook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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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秀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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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港高端人才合作洽談會召開
近300崗位 最高薪達百萬

洽談會參會單位皆為浙江省寧波市優秀企業或機構單位，
為廣大應聘者提供多達300個崗位，其中不乏高薪職

位，最高年薪可達百萬。部分企業或單位可為成功應聘者期
權提供異地安家費，旨在為優秀人才提供更好的薪酬待遇。

參會單位眾多覆蓋五大熱門行業
洽談會聚集了約60家寧波市內規模較大或知名度較高的企

事業單位參會，其中包括：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寧波工
程學院、寧波通商
銀行、東海航運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寧波市文化館、寧
波交響樂團、寧波
民和影視動畫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中
一檢測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及寧波微

總部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等。開放的招聘職位涉及金融、教
育、娛媒、加工銷售與科創五大熱門行業，全方位囊括專業
性高端人才。

楊立平：寧波以最大誠意歡迎人才
寧波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楊立平在會上表示，寧波與香

港在地理上相隔甚遠，但在人緣、文緣、商緣上卻有着特殊
的淵源，大批愛國愛鄉的寧波人在港拓業。洽談會選址香港
亦是希望進一步加強兩地之間的聯繫，同時，借助香港平台
吸引天下英才到寧波發展。她指出，香港是信息、人才和資
金的匯聚地，是寧波學習的典範。這裡匯聚眾多擁有專利、
先進技術和經驗的優秀人才，是寧波改革發展所需。她又表
示，寧波把人才作為轉型發展的核心支撐。去年，寧波重磅
推出了25條人才新政，全面升級各項人才政策。其中，
「3315」計劃將推出升級版，資助額度最高可達1億元人民
幣。寧波以最大誠意、最好政策、最優服務歡迎優秀人才到
寧波尋夢、追夢、圓夢。

此次春拍一連六天，東京中央開啟了全新的模
式，首次將東京地區一年四次的拍賣合併成春秋
兩個大型拍賣，並獲得了藏家廣泛好評。東京中
央表示，今後也將一如既往，竭誠為一眾買家帶
來更好的拍賣體驗。

是次春拍的「古代書
畫專場」 編號LOT854
的明朝王陽明《草書七
詩集》，以300萬日元
（下同）起拍，場內買
家率先舉牌，隨後包括
電話委託在內的其他幾
位買家也相繼加入競買
中，形成五六位買家激
烈爭奪的火爆場面，現
場叫價聲不絕於耳，價
格一路飆升，最終以1
億5千萬的佳績拔得此
次春拍的頭籌！

另外此次拍賣中的一匹黑馬當屬「佳趣滿堂」
專場中編號LOT3237的清「豆青釉燈籠瓶」，
此燈籠瓶起拍價雖只有區區30萬元，但在預展會
場期間就引起了眾多藏家的廣泛關注。拍賣當日
也不負眾望，在開始舉槌的瞬間，就引得多位藏
家同時舉牌爭奪，拍賣前半段是五六人的搶奪混
戰，突破4,000萬大關後，形成兩位電話委託買
家的拉鋸戰，最終以5,700萬的高價成交，超出
低估價167倍，掀起了當日拍賣的一個高潮。
其他的拍品也分別錄得令人滿意的成交，因篇

幅所限在此僅錄瓷雜方面的多件高成交，餘則就
不贅述了，宋汝瓷缽9,200萬、清乾隆粉青釉綬
帶如意葫蘆瓶10,235萬、清乾隆剔紅嵌八寶御題
詩松鶴延年圖紋插屏3,450萬、清乾隆白玉雕龍
紋雙象耳活環蓋扁壼2,990萬、清中期白玉雕木
蘭花筆筒2,875萬、隋/唐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2,875萬。
東京中央春拍的成功開啟了好頭，期望各大大

小小的拍賣行今年都能延續以往的佳績。

藏家雲集東京中央 春拍熱烈延續佳績
東京中央2016年春拍於本月3

日在東京圓頂飯店圓滿落幕， 拍
賣會上競投激烈，眾多拍品遠超估
價成交。日本東京中央認為，春拍
能順利完成並創造佳續實有賴各方
藏家支持，更衷心感謝遠道而來的
嘉賓參與是次春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雪婷

■清豆青釉燈籠瓶

■氣氛熱烈的拍賣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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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洽談會匯聚了60餘間參會單位，
覆蓋五大熱門行業。

由浙江省寧波市政府發起舉辦的「2016寧

波·香港高端專業人才合作與發展對接洽談

會」於3月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此

次人才合作洽談會旨在為在港學生、學者及在

職人士提供諸多條件優渥的工作崗位，向寧波

市各大企業輸送優秀海外人才。招聘崗位涉及

教育類、金融投資類、科創類以及娛媒類等多

個領域，全方位覆蓋多個熱門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