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擬勾連「藏獨」勢力的「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日前又再「露出狐狸尾巴」，接受由美國政府

對外設立的國有宣傳機構「美國之音」電話訪問，公然鼓吹「港

獨」。他聲稱，「一國兩制」只是讓中央去管治及「壓迫香港」，又稱

「港獨」是港人「當家作主」的唯一出路。政界人士批評，黃的言論

目的只是要向反華勢力獻媚，甘心受外國勢力利用，矇騙香港人。他

們強調，香港在國家民族大義下是絕不可能「獨立」，鼓吹「港獨」

者罔顧歷史事實，更無視香港人的主流意願，是在顛倒是非黑白。

20162016年年33月月262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9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袁偉榮

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活動詳情
活動日期 7月17日至31日
地點 香港粉嶺新圍軍營
參加對象 現就讀中三至中五，在7月17日前

年滿15歲，有良好的品行及體能，
具備普通話溝通能力及未曾參加夏
令營的學生

活動內容 體能訓練、步操及隊列訓練、射擊
體驗、野外求生技巧、軍事地圖使
用及軍事手語通信、名人講座、電
影欣賞、歷奇活動等

費用 免費
截止報名 4月15日（星期五）
報名方式 羣力資源中心網址（http://www.

cerc.org.hk）或教育局網址（http://
www.passontorch.org.hk）下載申
請表格

查詢熱線 教育局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組：
28925726 或 羣 力 資 源 中 心 ：
25440077

資料來源：羣力資源中心 製表：記者 溫仲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為提
升青少年的紀律、領導能力和意志力，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即將於7月17日
開營，一連 15天讓學生體驗「從軍
樂」。有見以往申請競爭激烈，主辦單
位今年將名額由260個大增至500個，
並新增野外求生技巧、學習使用軍事地
圖及軍事手語通訊等特色內容，令參與
的中學生有更多元化的體驗。有上屆學
員表示，參與訓練營可滿足對解放軍訓
練和生活的好奇心，更可鍛煉體格和養
成早睡早起的習慣，收穫甚豐。
由羣力資源中心、解放軍駐港部隊和
教育局主辦的第十二屆香港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即將在7月17日至31日於粉嶺
新圍軍營舉行。參與學員可透過紀律訓
練和專題講座，培養品德、領袖才能、
自律、守紀律和團隊精神，以及體驗駐
港部隊的生活，學習基本的軍事知識和
技能，加深對國防的認識。

戴德豐：多元訓練增見識
不少學員最期待的是軍事體驗，他們
在營中可參與體能、步操和隊列訓練，
並體驗射擊滋味，亦有機會參觀海軍基

地及乘坐交通艇勘察。羣力資源中心會
長戴德豐表示，今屆夏令營將新增野外
求生技巧、學習使用軍事地圖及軍事手
語通信等訓練，多元化的體驗可增加學
員的見識。
由於報名情況反應熱烈，去年吸引近

600人爭取260個名額，戴德豐指今年
大會將增加招收名額至500名，令更多
學生可以參加；而以往每校只可推薦5
男5女共10名學生，今次則不限推薦人
數，但參加者仍需通過面試程序。

去屆學員分享體驗仍回味
曾參與上屆軍事夏令營的中六學生高

嘉欣表示，一直對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工
作和生活充滿好奇，因此想一窺部隊的
「神秘面紗」。她平日很少運動、體能
欠佳，入營之初未能適應一天兩三小時
的體能及步操等訓練，「做『軍體拳』
訓練時不能長時間維持動作、紮馬」，
更想過放棄；但經歷過數天的鍛煉後，
身體漸漸適應，終於成功完成訓練直至
出營。
入營前，她經常在凌晨一二時才睡

覺，但軍營要求學員清晨5時半起床，

故晚上10時就要關燈休息，令她養成早
睡的習慣，「現在 11時就要上床睡
覺。」
除了軍事體驗外，她覺得其中一個最

難忘的體驗就是與部隊中的班長一起包
餃子和參與「麵粉戰」，讓她明白到軍
人也有輕鬆的一面，「感覺十分親
切」。

助增抗逆力 大師兄籲積極參與
曾參加第六屆夏令營、現為工程師的
鄺家衡，今年將以督導員身份協助「師
弟妹」適應營中生活。他認為夏令營有
助增強學生的抗逆能力，呼籲中學生積
極參與，「相信對應付公開試和工作壓
力有幫助。」

中學生「從軍樂」夏令營名額倍增

■戴德豐、羣力資源中心總幹事李漢威與前學員合照。 劉國權 攝

黃台仰又煽「港獨」被批獻媚
向「美國之音」貶「一國兩制」政界斥甘為外倀賣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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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對內地學者建言過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近日接受電視採
訪時表示，在旺角暴亂事件中，一批年
輕人肆無忌憚地參與暴力，而他們「蒙
面」的唯一原因是為毋須承擔法律責
任。她認為，暴亂引起香港社會極大反
應，反映香港市民普遍尊重法律，拒絕
接受暴力，而市民應保持對香港法治的
信心，因為香港司法制度會讓市民看
到，「應受法律責任的人被繩之以
法。」
譚允芝在訪問中強調，法治沒有取捨

空間，沒有法治就沒有經濟發展，「民
主（制度）是有程度，行幾大步、幾細
步、幾時行、行幾多可能有取捨的空
間，但法治沒有取捨。」她指，法治其
實十分脆弱，愛法治的人好好珍惜和保
護，又認為不少人對司法界的裁決有議
論，說「這個又判得不夠重，那個也判
得重得滯」，有人甚至公開法官的家庭
電話或家人資料，令人十分痛心，又稱
這種「非黑則白」的發洩「最損害法
治」。
她強調，香港有上訴機制，層層遞進

且非常嚴謹，在這樣一個機制下，正義
能夠得以彰顯。

拉倒版權例損港國際地位
《2014版權（修訂）條例》在反對派拉布下未能

通過而擱置，譚允芝坦言，條例不通過對香港影響
甚大，創作人權益不能受到保障或會失去創作動
力，而香港國際地位亦受損，因為現時保障版權人
的法例未能達到國際標準，業界不會肯在香港投
資。
她認為條例不能通過，各方都有責任：大家都

「嗌得太大」、「乜都要」以及「要到最盡」，不
肯聆聽其他聲音妥協和讓步，致使現在「一拍兩
散」，豁免沒有，傳播權也沒有。

批反對派賭氣「個個都輸」
譚允芝明確將矛頭指向反對派，批評他們阻撓條

例通過只為達到「讓政府或建制想做的事不成功」
的目的，阻撓成功就覺得自己「贏咗一仗」。她對
此感到「很可笑」，卻也「有啲唏噓」，因為條例
不通過，「個個都輸啊！邊個贏啫？」
譚允芝認為，往後大家不能再用「勝利失敗」、

「我贏你輸」去看待立法事務。「如果法例是好，
是香港共贏，怎會是『我贏你輸』？用氣來做賭
注，即是香港輸。」
被問及特區政府應否重提方案及促使各方達成共

識，譚允芝坦言機會並非渺茫，並對此持積極態
度。她認為，現時各方還「氣沖沖」，要等「呢啖
氣過咗先」再商討。她認為各方應心平氣和辯論，
毋須「打不贏誓不休」，這樣難以化解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饒戈平早前回應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實施
問題時指，可由中央及特區政府訂立工作協議來解
決，毋須將相關的內地法律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
三。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近日接受電視訪問
時指，很多內地學者都有對香港不同問題提過意
見，只是作為參考，真正實行的不多，故各界毋須
太敏感。
譚允芝認為，饒戈平的建議不能當作中央意見，

也不等於特區政府就會按此實行。她相信特區政府
正研究不同方案，但因每個方案都有很大困難，故
遲遲未交代，屆時正式方案一出台，公會會詳細研
究是否合乎香港基本法。

港大教員工時參政 李國章憂損競爭力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
港教育學院前副校長陸鴻基日前在加
拿大病逝，享年70歲。他生前任職的
加拿大約克大學在網上發表訃聞，透
露陸鴻基因中風，本月23日在當地醫
院不治。該校讚揚他為本港教育界的
付出獲得國際認可。教院發言人指，
校方對陸的離世深感難過，對其家人
致以深切慰問。
陸鴻基在2007年擔任教育學院副院
長期間曾發表「萬言書」，指控時任
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常任秘書長羅范
椒芬多次干預教院內部運作，特區政
府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展開聆訊。
陸鴻基當時稱，李國章在2004年6

月要求教院譴責超額教師靜坐抗議，
但遭陸拒絕，李對他說：「I'll re-
member this. You will pay」（我會記
着，你將會付出代價）。不過，委員
會調查後認為陸對李國章的指控不成
立。陸鴻基在同年約滿後離開教院，
於加拿大約克大學任教，離世前為歷
史系副教授。
據了解，陸鴻基的紀念彌撒將於周
一（28日）晚上8時，在將軍澳常寧
路聖安德肋堂舉行，由恩保德神父主
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大學校委會新任
主席李國章，前晚宴請港大各學院的尖子代表，席間談
及港大管治問題及時事等。有出席聚會的學生引述李國
章指，察覺到校內某些教師會參與政治事宜，若在工餘
時間進行並無問題，但若在辦公時間召開記者招待會就
屬不恰當，長遠也會影響港大的競爭力及排名。

宴各學院尖子交流了解
李國章過去出席校委會會議時多次被滋事學生衝擊、

指罵，他前晚現身港島香格里拉酒店夏宮出席與學生交
流的飯局時，提到舉行此次活動的原因，「校長（馬斐
森）跟我講，港大學生又叻又好，但據我接觸過的學生
而言，我並不認為有多好。」
為了驗證馬斐森所言非虛，他邀請各學院院長揀選好
學生跟他會面，互相了解。
馬斐森其後證實李國章的講法，又指當晚李談及香港
的未來、港大管治問題及修改大學條例等多項事宜。當
時氣氛輕鬆，出席的都是優秀學生，非常享受與他們會
面。
有份出席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代表倫善詩接受港大學

生媒體《學苑》訪問時稱，李國章提到前年6月立法會
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期間，13名示威者衝擊立法
會大樓，上月在東區法院被判非法集結罪成，分別被判
80小時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李認為衝擊立法會行為

暴力，只判處數十小時的社會服務令，是懲處過輕。
倫善詩稱在會上重提港大副校任命事件，又稱特首梁
振英任命李國章為校委會主席被指是「政治任命」，但
李國章反駁指，外界不應單憑「誰人委任」作武斷評
論，而應憑其政績作出評價，又深信以自己的資歷，沒
有其他人比他更適合擔當主席一職，更反建議同學舉出
一個比他更適合的人選。

不委任陳文敏無關政治
至於拒絕委任陳文敏一事，他指自己是考慮到對方沒
有博士學位，完全與政治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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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左一）在晚會前跟港大十大院會代表交談，
並接過對方遞上的請願信。 《學苑》圖片

黃台仰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訪問中
稱，他們組織的主張是要讓香港人「當家

作主」，更聲言現時香港「在沒有其他（出
路）的情況下，『獨立』是唯一的出路。」
他聲言，過去曾相信「一國兩制」，但現時
的「一國兩制」只是讓中央去管治及「壓迫香
港」，「其實我們香港人看不見在政府裡是有
地位，我們看不見在中國管治下，香港人能保
持自由、推動民主。」
被問及旺角暴亂，黃台仰稱，反對派過去的
抗爭方式沒有效用，故「必須」以更激進的方
式表達，「因為過往香港反對派的抗爭手法就
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我們看見用此種方
式對抗『沒有底線』的政權是無效的、沒有作
用的。我們覺得如繼續用此種方式，就是將群
眾的力量封閉。」

「讚」掟磚暴徒「冇偷冇搶」
黃台仰還聲言，「勇武抗爭」不是暴力，而
是「一種戰鬥到底的精神」，目的是向「沒有
底線」的政權展示群眾的力量，「我們應要將
群眾的力量展示予政權看，讓他們知道是不能
打壓全港市民的。」
他又試圖為旺角暴亂的暴徒行為開脫罪名，
稱他們當晚行動的目標都只是政權、警察，而
不是無辜的人，「因在大年初一的暴亂中，從
很多片段可以看見，很多示威者一手拿着磚

頭，去便利店買飲料，如果我們的示威者是真
正的暴力的話，他們就是去搶、去偷。」

盧瑞安：顛倒是非黑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香港中國旅行

社董事長盧瑞安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黃台仰
鼓吹「港獨」的言論，是在顛倒是非黑白、罔
顧歷史，更無視香港人的主流意願，只是旨在
向反華勢力獻媚，試圖矇騙香港人。
他強調，香港絕對不可能「獨立」，倘有人
繼續散播「港獨」思潮，只會破壞「一國兩
制」方針，令「一國兩制」不能在香港順利實
踐。

王國興：美化暴力亂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黃的言行進

一步暴露其向美國公開獻媚的目的，甘心受外
國勢力利用，意圖危害國家及香港安全，「早
前已有傳媒揭發他密會美國駐港領事館職員，
現在他又公開接受美國政府支持的傳媒機構訪
問，目的就是甘心受外國勢力利用，借『港
獨』及暴力來搞亂香港。」
對黃台仰試圖藉「勇武抗爭」之名美化暴
力，王國興批評「絕不能接受」，並強調暴力
行為絕不是法治社會表達意見的方式，不應再
砌詞狡辯，又期望法庭能作出公平、公正的審
訊，嚴懲這些破壞香港安寧的暴徒。

■黃台仰竟稱「勇武抗爭」不是暴力。圖為旺角暴亂。 資料圖片

■譚允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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