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免費電視台
ViuTV 開 播 ， 引
起了不少話題。
商務及經濟局局

長蘇錦樑昨日坦言，由於工作繁
忙，自己只看了一集半的超人氣韓
劇《太陽的後裔》，及《跟住矛盾
去旅行》。他透露，自己最喜歡的
節目是女生格鬥真人騷《G1 格鬥
會》，又笑言自己絕不會帶着「色
情」的眼光觀看，只是因為自小已
習武強身，對格鬥活動甚有興趣。

主責廣播政策的蘇錦樑昨日透
露，自己與部分市民一樣，近日已
經「轉台」，觀看新免費電視台
ViuTV，更下載了手機應用播放程
式。一向緊貼韓風的他，和很多香
港人一樣追看昨日《太陽的後裔》
的大結局，希望知道劉大尉（宋仲
基飾）和姜醫生（宋慧喬飾）的愛
情故事最終如何「收尾」。他坦
言，只看了一集半，但就大讚該劇
「幾好睇」。

曾隨陸智夫習「白鶴拳」
蘇錦樑又談到該台的另一人氣節

目《G1 格鬥會》。他讚揚節目中
的女主角雖非專業格鬥家，但經過
半年訓練「都打得似模似樣」。

原來，一向「斯斯文文」的他一
直有看格鬥節目，因為他小時候為
了強身健體，曾跟隨知名國術師父
陸智夫習「白鶴拳」半年，又陪母
親一起學習太極，後來到美國留學
時更學習過詠春。

他續說，自己和財政司長曾俊
華 會 一 起 欣 賞 女 生 格 鬥 真 人 騷
《G1 格鬥會》，互相研究格鬥招
式。不過，被問及會否考慮拍攝

一輯「官員格鬥會」時，他笑說，自己「好
唔打得」，恐怕無力擔綱出演，特別是不能
和「食過夜粥」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互相格
鬥。他笑言，曾俊華學過功夫，也是一名運
動健將，現在仍擔任自己母校喇沙書院的劍
擊教練，「佢先係打得嘅人」，自己實在沒
有勇氣與「武林高手」曾俊華打一場。

■記者 鄭治祖

《2014年版權條例草案》最終「跪低」，一條令香港前進的良法、善法，如今無辜被絆
倒、被犧牲，整個香港社會人人成為輸家，不論是政府、市民、版權業界和香港整體經濟均
齊齊受損，也平白錯失了立法保障，更無奈的是，不知何時何月才會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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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不與中文系助理教授陳
雲續約，陳雲自稱，是「佔領行動之
後的第一個學界受害人。」言下之
意，「佔中」的真正搞手港大戴耀廷
仍然沒有受到處分，他拿了「第
一」。嶺大有權招聘、解僱職員。陳
雲煽動「佔中」，鼓吹帶有濃厚「港

獨」意味的「城邦論」，教壞學生，誤人子弟，不獲
續約合情合理。陳雲把醜事當是好事，企圖在9月份

立法會選舉撈取激進「憤青」的選票，只怕算盤打不
響。
嶺大是用公帑舉辦的大學，大學擁有自主權，管理

好職員，向公眾負責。如果有教職員做出損害教學質
量、學校名譽的事情，學校當然可以不再續約，解除
其教席。陳雲大力鼓吹「港獨」，煽動學生參與「佔
中」。不僅如此，他還在網上提供各種策略，指揮鬧
事者「採取游擊戰術」，企圖「香港解放」；又叫信
眾一旦被捕，不必給予口供，而是參考《香港城邦

論》，向警官曉以「香港建國」大義。陳雲的所言所
行，褻瀆了嶺大聲譽，教壞嶺大學生，完全與一個大
學教師的職責和品格不相稱，嶺大不與其續約，沒有
什麼好質疑的。
政府辦的大學，一定要維護700萬人的利益，有利

於香港的繁榮穩定，不能把大學變成製造動亂和犯罪
的基地，不能荼毒年輕人，向青年學生灌「港獨」迷
湯，引誘學生走上違法暴力、顛覆政權的犯罪之路。
大學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各間大學的《大學條例》列
明了校董會管治學校的權力，多年來行之有效。嶺大
按照合約處理陳雲的問題，符合合約精神。
陳雲與黃毓民、黃洋達、鄭錦滿、鄭松泰等人，於2

月29日曾舉行聯合記者會，宣佈參選今年9月的立法
會選舉。既然陳雲熱衷政治，無心教學，那就不要對
教席有什麼留戀。如今卻說自己是「佔領行動之後的
第一個學界受害人」，這一方面暴露他捨不得大學優
厚薪金，對不獲續約耿耿於懷，另一方面，是扮受打
壓的「悲情英雄」，把自己塑造成「爭取民主自由的
犧牲者」，抬高自己，增加在參選立法會的勝算。要
是能像「教主」黃毓民一樣，由教師搖身一變成為立
法會議員，那就又可以高薪厚祿，衣食無憂。
只是現在激進反對派一個比一個出位，為了進入立
法會不惜拚個你死我活。陳雲這個過氣「國師」，有
多少躋身立法會的機會呢，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陳雲誤人子弟失去教席合情合理 徐 庶

版權條例胎死腹中 全港齊齊受損
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提出的休會待續的議
案，在各黨派的配合下，終獲得通過，政府正式宣佈就此
作罷，在今個立法會會期，不再重提。意味着版權條例的
修訂，需再重回起點，重新諮詢，重頭再來。
作為代表文化、演藝、電影、電視、音樂、動漫、出
版等創意產業的民意代表，草案的審議最終未能完成三
讀通過的立法程序，再次無功而還，我失望，痛心，但
又無可奈何。

無理拉布 版權條例再無功而還
誠然，為了解決多項關乎民生的法案積壓的問題，為
了讓議會的工作重回正軌，政府選擇妥協，我是完全理
解的。但站在業界的立場，休會待續議案，我實在是無
法支持，而利用議事規則，肆意拉布，以少數挾持多
數，更是此風不可長，故我就議案投下反對的一票。
曾幾何時，香港被譏諷為「盜版天堂」，翻版碟成行

成市，創作人的心血被剽竊，被廉價販賣。經過1996
年的立法工作，版權制度得到確立法則規管，猖獗的盜
版活動才稍為止息。然而，盜版侵權的行為卻從未間
斷。隨着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及手機科技發達，打擊
侵權的戰場轉至網上。
香港作為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的

簽署成員，於2006年，便就數碼環境下的版權議題啟
動公眾諮詢。2008年提出初步的立法建議並再度諮詢公
眾，並於2011年向立法會提交法案。然而，到2012
年，因社會的爭議，因拉布的威脅，政府擱置向議會提
交條例草案。2014年，政府捲土重來，吸納了社會的意
見，重新草擬條例草案。
今次草案是吸納了3次公眾諮詢的各方意見，經10多年
來的醞釀、諮詢、修訂和討論，原是一個多贏的方案，兼
顧各方訴求、進步、溫和的草案。政府提交的草案，經過
立法會花了16個月24次的草案委員會會議，作出理性討

論，求同存異，努力達至共識。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
師會都先後公開表態支持，呼籲早日盡快通過條例，大律
師公會更明言，要求進一步擴大豁免，「綁架」草案中公
認有迫切需要的就傳播權的改革，於理不合。

反對派「搬龍門」討好網民
但是很可惜，當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審議，

竟遇上一浪接一浪的阻撓，不擇手段的無理拉布，令議
會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拉鋸戰，最先是有泛民議員提出
903項修訂，幸立法會主席果斷「剪布」，只剩下42項
修訂。部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則突然「搬龍門」，為討
好支持者和網民，竟然出爾反爾，推翻草案委員會一直
以來的理性討論，一夜之間突然變臉，原先表示應講則
講的議員，也加入拉布、點法定人數的行列，強推業界
有保留的修正案。
回顧這場拉布戰，自從十一月底草案提交立法會，大

部分是空轉和拖延，虛耗立法時間、公帑和人力物力，
立法會陷於近乎癱瘓。條例草案的審議，花了95個小
時，當中38個小時是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更有組
織地製造流會，8次大會，流會5次，議會無端端進行

泥沼摔角，花了3個多月，其間官員努力斡旋，建制派
議員曾經積極配合，於版權業界與網民和反對派議員之
間展開多番游說工作，更於草案通過二讀後，召開四方
會談，努力至最後一刻，可惜仍然無法看到一絲曙光。
為免浪費議會時間，政府上月初提出要調動議程，為

其他草案「開路」。作為行政主導的政府，以大局為
重，絕不能任由立法工作癱瘓下去，當機立斷，狠下決
定，確實是迫不得已的做法，我亦是理解的。

錯失立法機會 香港成輸家
草案最終「跪低」，傳播權利沒有了、「安全港」沒
有了、6項豁免也沒有了，一些現行對網絡使用者需面
對責任的條文仍然存在，整個香港社會人人成為輸家，
不論是政府、市民、版權業界和香港整體經濟均齊齊受
損，也平白錯失了立法保障，更無奈的是，不知何時何
月才會捲土重來！
一條令香港前進的良法、善法，如今無辜被絆倒、被

犧牲，實在令人惋惜！ 我和業界唯寄望政府採取適當
及時的補救措施，加大力度支持本地創意產業的發展，
盡量減輕對業界的損害。

馬逢國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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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港區原任

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去到了江蘇省揚州市進

行考察參觀工作。他們參觀了多個歷史名勝

地方，了解當地文化保護工作及旅遊業發展

的情況。此外，原人代在考察期間也不忘多

做善事，合共捐贈了20萬元予揚州市特殊

教育學校，期望可令當地的聾盲少年兒童有

更好的學習生活，讓他們做到「背着一個書

包進來，懷揣一門技術出去」，日後能像正

常人般在社會立足。

港區原人代訪揚州
捐20萬助聾盲學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議員昨日繼續二讀辯論財政預算
案。民主黨罕有地稱，黨內6名立法
會議員一致決定會對預算案投贊成
票，是該黨在今屆政府首次支持預算
案。民主黨議員胡志偉解釋，預算案

向與民生相關的長遠政策投入資源，
行出了第一步，故他們對這份預算案
予以肯定。
立法會昨日繼續二讀辯論落實財政

預算案各項建議的《撥款條例草
案》。民建聯議員蔣麗芸認為，新年

度預算案是「孤寒佬預算」，只是小
恩小惠，小修小補，不肯大刀闊斧，
有如「老郎中藥貼」，只能「吊命」
不能斷症，希望曾俊華認真檢討。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指，預算案僅

中規中距，保守謹慎有餘但缺乏積極向
前的動力，「曾（俊華）司長係好勝任
嘅守成者，但唔係出色嘅開拓者。」

預案「首」投贊成票 鴿黨有話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決定將《2014年版權（修訂）條
例草案》排至所有議程最末，變相撤
回，但反對派仍陰謀論地稱該條例
「不排除」會「玩突襲」，故在立法
會昨日完成議員就財政預算案二讀辯
論的發言後，隨即處理《2014年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及三讀，及通過「人民力量」議
員陳志全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意味
草案在今屆會期正式「壽終正寢」。
根據建制派及反對派議員與特區政
府達成的共識，在表決該休會待續議
案時，未有議員發言及提出記名表
決。會上，只有反對派議員舉手示意
支持，建制派則只有數名議員留在會
議廳，但並沒有表態。
代表版權業界的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對特區政府要
撤回條例草案感到非常痛心和失望，
更批評反對派議員在大會審議草案時
才臨時改變態度，無視電影業界的生
死存亡和法律界的專業意見，只求千
方百計地拉布，虛耗社會資源，影響
特區政府施政，遺害至深，必須受到
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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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原任人大代表團昨日繼續江蘇省的考察行程，他
們到了揚州市的瘦西湖、大明寺、揚州工藝坊、個

園及「雙東」歷史街區多個歷史名勝地方參觀。
負責人介紹，瘦西湖在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具有重

要歷史文化遺產和揚州園林特色的國家重點名勝區」；
2010年被授予全國AAAAA級景區；2014年更被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同時，個園也在2005年被評為國家
AAAA級風景旅遊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稱
為「中國四大名園之一」。

讚市政府努力保護名勝
眾原全國人代在參觀期間均雀躍非常。他們對揚州市

政府保護文化名勝的努力予以充分肯定，讚歎悠久的歷
史、優良的環境確實賦予了揚州「人文、生態、精緻、
宜居」的城市特質。
在「遊山玩水」的同時，代表團不忘關心當地的弱

勢社群。他們昨日下午到揚州市特殊教育學校參觀，
探望當地的聾盲少年兒童，了解他們的學習生活。他

們共捐贈了20萬元予學校，期望可略盡綿力，為改善
兒童的學習生活作出貢獻。

袁武：給予孩子們關懷
代表團團長、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指，今次捐

款的款項並不是大數目，只是給予孩子們小小的關懷。
他希望，這捐贈能讓這些兒童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令他
們能好好的學習，做到「背着一個書包進來，懷揣一門
技術出去」的教學目標，讓他們日後能在社會上立足。

■■港區原任全國人大代表團與揚州市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合照留念港區原任全國人大代表團與揚州市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合照留念。。 姚嘉華姚嘉華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姜嘉
軒）中文大學校董會昨日在4小時後
的會議宣佈，接納提名委員會之建
議，及按照《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向大學監督提名梁乃鵬為下任校董會
主席，再由大學監督作出委任。梁乃
鵬對獲提名感到很榮幸，又強調將義
不容辭維護院校自主。
梁乃鵬表示，這是他服務香港教育

界的高峰。他感謝前任校董會主席鄭
海泉過去作出的貢獻，又指自己可當
對方的接班人深感榮幸，又強調大學
成功在於重視團隊精神，相信會跟中

大校長沈祖堯合作愉快。自己絕對尊
重和信任中大管理層，並期望中大再
創高峰。他又透露，已答應中大學生
會會長周竪峰，在短期內與他及中大
其他持份者會面，聆聽各方意見。

沈祖堯讚誠懇開明
沈祖堯表示，梁乃鵬了解高等教

育，為人誠懇及開明，願意接觸師
生，接受不同意見，期望未來與梁乃
鵬緊密合作，將中大辦得更好。
中大校董會表示，梁乃鵬成就卓

越，在高等教育界、公共事務和商界

均有豐富經驗，是最合適的主席人
選。校董會欣悉梁乃鵬樂於與大學成
員會面，大學將盡快安排。校董會又
向鄭海泉致謝，讚揚鄭擔任校董9
年，其中6年出任校董會主席，對中
大發展貢獻良多。
梁乃鵬現年75歲，中學就讀英皇書
院，港大畢業後遠赴英國取得律師資
格。他擔任多家上司公司的董事，曾
任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前主席。他
於1985年起出任城市大學校董，並於
1997年至2003年間出任該校校董會
主席。

中大校董會納提名 梁乃鵬任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