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過於政治化，已經嚴重影響學術水準和聲譽，這次的改革目的就在於撥亂反正，加強

管理，讓港大重新集中精力於學術，培養學生。真正愛護港大，就應該支持改革。港大校長

馬斐森批評有人別有用心，試圖歪曲改革建議背後的理念，他強調改革並非為了滅聲，反而

是為了令港大更加現代化。有人抹黑改革，妨礙正常管理，是再度傷害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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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琦因「港獨」立場被拒參選
立法會。奇怪的是，本應最高興的
人卻要裝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模樣。
梁天琦被拒「入閘」誰最高興？當
然是激進派和「本土派」分子。早
前新界東補選梁天琦取得的一成半
選票，基本上都是來自「人民力
量」和社民連，現在梁天琦不能參

選，其6萬多票自然成為了激進派和「本土派」爭食的
「人血饅頭」。他們一方面喜不自勝，但另一方面又
怕被人說乘人之危，於是唯有在事件上裝出一副憤怒
的模樣，甚至表現得較梁天琦還要激烈，目的不過是
要掩飾其「食相」，讓他們可以分食梁天琦的選票。

然而，他們要取得梁天琦的票，就必須向「港獨」靠
攏，先不要說會否違反提名聲明被取消資格，就是
「港獨」立場本身已是趕客，他們機關算盡隨時輸個
清光。
本來，梁天琦參選幾可肯定陳志全、梁國雄以至范

國威等將成為輸家。所以，這些激進派心底裡對梁天
琦恨得要命，但又不能發作。最終，選舉主任因為梁
天琦的「港獨」立場拒絕其「入閘」，這不但令激進
派及「本土派」失去了一個「勁敵」，更讓他們可以
取回梁天琦的票源，以保住手上議席，怎不令他們額
手稱慶。諷刺的是，他們知道自己佔了便宜，如果表
現得太興奮，太忘乎所以，隨時會引來梁天琦及其支
持者的反響。於是，最先簽署確認書的「熱普城」第

一時間跳出來聲援梁天琦，但可惜他們還是遲了一
步，被「青年新政」捷足先登，爭取到梁天琦擔任選
舉統籌，實際統籌是假，過票才是真。
然而，「青年新政」分食到多少票源仍難說，始終

他們叫座力與梁天琦仍有一定距離。同時，激進派暗
喜沒有了梁天琦這個「勁敵」，自然不希望又見到
「本土派」勢盛，於是要先發制人。日前在選舉簡介
會上，有激進派分子衝擊會場，當時「青年新政」一
眾不但沒有援手，反而在幸災樂禍地「自拍」，結果
被激進派支持者大興問罪之師，展開一輪炮轟，令
「青年新政」要急急發聲明道歉。事件雖小，卻反映
了激進派與「本土派」正展開新一輪明爭暗鬥。在新
界東以至其他選區，議席就是這麼多，激進派和「本
土派」爭的就是最後一個議席，即是說甲之所得，乙
之所失，當中的關鍵就是誰人可以分食到梁天琦最多
的「人血饅頭」。而暫時來說，「青年新政」等「本

土派」無疑是佔得上風，其他如「熱普城」、社民
連、「人民力量」自然大為焦慮。
可以預期，在之後的選舉工程及選舉論壇上，激進

派和「本土派」都會視對方為最主要敵手。然而，他
們要知道的是，梁天琦的票是最極端、立場傾向「港
獨」的票源，不是搞搞抗爭、喊幾句口號就可以爭取
到，甚至乎不是梁天琦出來站台，這些頭上長角的支
持者就會乖乖聽話支持。要爭取這些選票，意味激進
派和「本土派」需要向「港獨」立場靠攏。在現時中
央政府、特區政府反「港獨」動了真格的形勢下，任
何人一主張「港獨」，隨時就可能會取消參選資格，
風險實在太大。而且，「港獨」在香港沒有市場，就
是這麼一班激青，為了這些人得失主流民意又是否划
得來？這是激進派「本土派」要考慮的地方。
看來，這個「人血饅頭」不但不容易食，更可能有

毒，隨時致命。

激進派「本土派」爭食梁天琦「人血饅頭」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港大改革撥亂反正 集中精力於學術和育才

日前有傳媒披露香港大學管理層有意修例，有人抹黑
改革將威脅學術自由及教職員的言論自由云云。港大人
文學院主任柯天銘昨日在facebook轉載了一封港大校長
馬斐森致大學教職員的電郵，當中詳細解釋港大修改任
命權力的原因。馬斐森在信中斥有人別有用心，試圖歪
曲改革建議背後的理念。他強調改革並非為了滅聲，反
而是為了令港大更加現代化。修訂程序不是要懲罰基層
員工，反而是要保護他們，避免有人任人唯親。他又強
調今次建議不涉及政治動機，譴責任何人嘗試把問題政
治化。

港大政治化令國際排名下滑
近年港大的國際排名不斷下滑。英國《金融時報》公

佈2016年全球百大MBA排名，香港大學從去年的28位
猛跌至44位，不僅跌到了香港第三，也低於多所內地
大學的商學院。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最近6
年的排名中，港大亦從20位一路下滑到最新的44位。
香港大學還在世界的其他大學排名中不斷跌位，比如它
的QS世界大學排名連續4年下跌。《美國新聞與世界
報道》公佈的2016年排名港大落後於北大和清華。
百年港大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如今排名勁跌，競爭

力告急，實在令人扼腕唏噓。港大近幾年嚴重的政治化
趨勢，港大部分師生投身政治，增加學校排名下滑壓
力。港大部分師生熱衷政治必然會分散投向學術的注意
力，校內政治撕裂和學生政治熱情高漲還會侵蝕學生的
部分就業機會，因為有些用人機構會產生顧慮。相比起

來，很少「鬧事」的科技大學，去年超過港大成為最受
僱主歡迎的學府。

港大不能變成衝擊法治和社會穩定的「震源」

造成港大今天局面，政爭太盛、虛耗精力是罪魁禍
首。戴耀廷、陳文敏等政治化教師，千方百計令港大變
成搞「違法」行動的「抗爭」基地。2014年違法「佔
中」，港大部分人扮演了台前幕後出謀劃策、推波助瀾
的角色，更涉及如今仍難釋公眾疑慮的「神秘捐款」；
港大學生會刊物長期大肆鼓吹「港獨」思潮；港大這幾
年校內抗議活動頻繁，屢次發生抵制人事任命等校務管
理、衝擊校委會的事件。反對派政客欲把港大變成衝擊
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的「震源」，結果是把港大拖入沒
完沒了的政治化漩渦。
港大作為高等學府，培育人才、潛心學術才是本份，亦

是最重要的價值和責任所在。港大培育人才，授業解惑，
必須注重引導即將走上社會、成為社會棟樑的學生建立正
確人生觀、價值觀，明德格物，尊師重道，遵紀守法，以
奉獻社會為己任。而非像戴耀廷、陳文敏等政治化教師那

樣，將學生導入歧途。

真正愛護港大就應該支持改革

港大的政治化趨勢與發達社
會著名高校的普遍情況格格不
入，顯得劍走偏鋒。政治化的
侵蝕，令港大禮崩樂壞，院校自
主、學術自由遭受重創。這次的改
革，目的就在於撥亂反正，加強管理，讓港大重新集中
精力於學術和培養學生。正如馬斐森發電郵予全校教學
人員指出，校方建議修改教授人事任命程序，目的是保
障教職員權益及大學的教學質素，又指相關改動有助防
止學院「用人為親」，並賦予學院院長更大權力。他澄
清修改背後沒有任何政治目的，又表示事前已於港大教
務委員會討論過，已作充分諮詢。
有人抹黑改革，妨礙正常管理，是再度傷害港大。港

大是本港享譽全球的百年學府，是港人之光、亞洲之
光。真正愛護港大，就應該支持港大改革撥亂反正，令
港大百年金字招牌重放光輝。

黎子珍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
天琦是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冇得
選，頓失曝光機會，前晚他就
在其facebook上載一段短片，
稱自己已被跟蹤了一個月，再

度獲得傳媒關注。一眾「獨粉」當然紛紛怒斥做
法有問題，籲梁天琦「注意安全」；但也有不少
網民認為，事件屬自導自演，「係既（嘅）會比
（畀）你知，仲突（特）登話比（畀）你知？」
梁天琦前晚在其fb上載一段短片和幾張相片，
發帖稱︰「呢架車跟×左（咗）我成個月，好×
煩。」片段中梁天琦等人走向後面的車輛，擅自
打開他人車門質問「你哋邊到（度）嘅」，被問

者恍如吃了「誠實豆沙包」，自稱是「阿爺
嘅」、「報紙」，事件令已淡出選舉舞台的梁天
琦再次獲得傳媒關注。

網民翻《蘋果》跟蹤舊賬
不過，除了一眾「獨粉」煞有介事留言籲偶像
小心之外，不少網民都對此表示質疑，認為跟蹤
者無可能這麼容易被發現，更不會自報身份，也
有人認為公眾人物被跟蹤很正常。其中《蘋果日
報》嘗試將矛頭指向本報及其他報網，但其報道
下卻有不少網民留言，揪出該報早前跟蹤事跡，
反指該報才是最常跟蹤別人的媒體。

■記者 甘瑜

獨琦「直播」被跟 疑炒作博關注
&1&1����

Jade Leung︰咁易俾（畀）梁
天琦發現嘅？我唔信！

Chung Hei︰自編自導？

Chiu Chong Tsang︰佢答咗你
「阿爺」啦，有咩人叫共產黨阿
爺先？

生 陳︰自編自導低能閙劇比
（俾）人折（拆）穿哂（晒），
依（）班友真係無底線自我炒
作。……講大話講上癮，係既
（嘅）會比（畀）你知，仲突
（特）登話比（畀）你知，你當

班followers（追蹤者）真係低低
地（哋）。

Mr. Robot︰叻仔！跟長毛學識
講大話唔眨眼！長毛都話有人比
（畀）一億佢佢話唔要喇，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Johnny Wong︰出得嚟行就遇
（預）咗畀（俾）人跟架（㗎）
啦，唔通人地（哋）無啦啦跟你
咩！貪你靚仔呀！

Chan Bing San︰成×日跟蹤
人，咁無恥的，應該係蘋果班×

街。

Demo 3HK︰突然諗起蘋果記者
跟蹤教育局長……其實而（）
家有Internet（互聯網）有face-
book，……如果堅（驚）比
（俾）人捉住，咪拍片 live
movie upload （ 上 載 直 播 影
片）。日日比（俾）人跟，你都
預備晒直播架（㗎）啦。單野
（嘢）自編自導啫。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蘋果日

報》網上留言區 整理︰甘瑜

自編自導？ 網民點睇？

昨日下午 3時，十餘名「同心護
港」團體成員往黎智英何文田大

宅外示威，手持「黎賤英『佔中』失敗
搞『港獨』、『港獨』金主黎分裂顛覆
國家」的橫額，及不少印有黎智英頭像
的紙張，上寫「『港獨』金主黎賤英」、
「打倒黑金金主黎賤英」等標語。

呼口號撕黎相 批「獨」反「暴」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等人依

次聲討黎智英「黑金」資助違法激進
活動的種種嚴重後果後，高喊「打倒
漢奸走狗」、「打倒『港獨』」、
「打倒黑金金主」等口號，一齊將黎
智英頭像撕毀，以示追究到底。黎宅
鐵閘緊閉，黎宅保安報警，警員到場
了解情況後未有干預。記者希望得到
黎智英對事件的回應，黎宅保安表示

「老闆出國旅遊，無法聯絡」。
曹達明表示，全世界皆知黎智英是美

國人「走狗」，替美國專門在國際上製
造動亂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等機構，
在香港資助反中亂港行動。「佔中」前
後，媒體揭露黎智英資助「佔中」的資
金和物資就高達數千萬，這還不包括未
被揭發的枱底交易。
他續說，至今執法部門未對黎智英輸
送「黑金」的行為採取行動，「佔中」
的大規模違法行動也似乎「不了了
之」，核心人物逍遙法外，以致本港受
「黑金」資助的違法激進行動一波接一
波，政治、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屢受
衝擊。
曹達明又指，立法會的常態性拉布令

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年初一的旺角暴亂
震驚全港，以及前幾天公然號召推翻政

府的「港獨」大會等，均有「黑金」幕
後推動。旺角暴亂核心人物之一黃台仰
被捕時，檢獲53萬元現金；不少家中
有子女參加暴亂的家長亦了解到，當晚
年輕人參加行動可獲1,000元酬金。
他批評，數日前的大規模「港獨」聚
會，有大量物資供應，那些學生參加活
動同樣收取酬金，可見「黑金」金主仍
在本港大肆資助亂港行動。

批「黑金」亂港 推青年去死
對於是否有證據顯示黎智英資助「港

獨」，曹達明稱，他們相信黎智英是支
持近期「港獨」活動的幕後主要金主之
一，因為黎和他的美國老闆的目的就是
支持所有反中亂港的政團，只是以前主
要支持「泛民」政團，現在改為支持這
些不顧後果、更加「便宜」的年輕人激
進政團。
他批評，黎智英之流用「黑金」推孩
子們去死，竭力將香港推進動亂深淵，
情況已不容坐視，斬斷「黑金」之源已
不容再拖，希望警方積極追查，依法遏
制「黑金」亂港。

團體斥肥黎撐「佔」「獨」
促警查「黑金」究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同心護港」團體昨

日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大宅示威，指黎智英是

近年「佔中」與「港獨」系列激進活動的主要幕後金

主，令香港屢受暴力政治行動衝擊，破壞「一國兩

制」和香港社會穩定。他們呼籲警方為保障公眾安

全，必須對「黑金」資助違法激進活動的行為立案調

查、追究刑責。同時呼籲黎智英收手，勿再資助違法

亂港行動，否則將對黎智英狙擊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特區政府
昨日宣佈，現任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鍾錦華
以及消防處副處長李建日，將分別於今日和
本月15日出任路政署署長和消防處處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表示，鍾錦華具

備出色領導才能、豐富行政經驗和深厚專業
知識；李建日在消防處累積了33年的豐富
經驗，對部門運作和人事管理擁有深厚和全
面的知識，相信兩位能帶領團隊應付未來各
種挑戰。
政府昨日發新聞公報指，57歲的土木工

程拓展署署長鍾錦華將於2016年8月9日
起，接替於2016年7月30日開始退休前休
假的劉家強出任路政署署長。
51歲的消防處副處長李建日將於2016年

8月15日起，接替於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的
黎文軒出任消防處處長。
張雲正對兩位新上任官員表示充分肯定，

認為鍾錦華和李建日都有豐富經驗和深厚而
全面的專業知識，相信兩位在未來能夠克服
各種挑戰。
對於退休的路政署署長劉家強，張雲正表

示：「劉家強服務政府36年以來一直盡忠
職守，對工作熱誠投入。出任路政署署長期
間，他致力改善香港的道路系統及鐵路網
絡，並參與策劃和開展多項重要基建工程，
貢獻良多。」
張雲正同時讚揚即將退休的消防處處長黎

文軒，「在任期間積極提升消防處滅火和救
護工作的核心能力，成功打造出一支專業幹
練的隊伍」，並祝願他退休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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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護港」團體昨日到黎智英大宅外示威。 殷翔攝

■鍾錦華 ■李建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