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入校園冇得傾
張志剛批有如「叛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
獨」魔爪近日入侵中小學，特區政府清晰
表明「港獨」在校園沒有討論空間，但有
人仍然聲稱這是「言論自由」或「學術討
論」云云。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昨日強調，「港獨」
從來不是學術討論，學校是一個教育的場
所，也不能只用言論自由作為標準，而是
要清晰向學生指出違法行為。他指，「港
獨」本質是政治主張，最終會引發武力政
治行動，明顯是違法行為，從國家層面來
講，更是屬於「叛國」行為，因此強調
「港獨」在校園是沒有討論空間。

當前來說，「港獨」問題本身未必是最難治的，最難治的反而是對待「港獨」問題的輕慢

態度。對於既違反法律，又不合情理的「港獨」言行，固然應該抱持輕蔑的態度。但是，輕

蔑對待，不等於輕慢對治！輕慢的態度，不但會低估了「港獨」思潮有惡化蔓延的趨勢和嚴

重性，而且徒然增加思想混亂，甚至變相迎合了「港獨只是言論自由」的政治語言偽裝論調

（也就是本地粵語所說的「語言偽術」）。而這種輕慢態度，則集中反映在所謂的「港獨偽

命題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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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早前表示
會將8月21日至9月1日的民調數
據，整合在反對派「衛星組織」
「民主動力」的「五千人民調」
內，用作政黨調整選舉策略之用。
有線電視及now隨即宣佈，身為傳
媒機構不宜參與「政治操作」，故
決定停止公佈有關民調結果。確

實，港大民研公然與反對派衛星組織合作進行民調，
並作為反對派棄保依據，等於是參與反對派的配票行
動，違反學術操守之餘，更暴露港大民研作為反對派
配票工具的真面目，誠信及公信力完全破產。

更離譜的是，隨着「民主動力」成為港大民研的
「贊助機構」，其調查方法也靜悄悄地出現改變，而
這個改變正正就是為了反對派配票之用。一直以來，
港大民研的民調都只會提及每條參選名單的首名候選
人名字。然而，這次不少反對派第二梯隊候選人，都
是由其黨內老將排第二位抬轎，如果只提及首名候選
人，將難以反映這種抬轎效應，令有關候選人的支持
度被低估。
當然，不論港大民研有心或無意，既然採取有關做

法，就應該貫徹始終，一以貫之。但原來，「民主動
力」竟與港大民研偷偷改變了問題方法，由只提及首
名候選人，改為讀出頭兩位候選人。表面看來，問題

似乎不大，但魔鬼就在細節中，此舉等於是強調了反
對派老將的角色，將抬轎效應彰顯出來，變相有拉抬
反對派選情的作用。事後證明，在港大民研改變了問
題方法之後，不少反對派第二梯隊掛帥的名單支持度
立即上升，而各反對派政黨又巧合地隨即大打棄保
牌，要求反對派支持者集中票源，力保這些有勝望的
名單。
至此，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見。反對派由於眼見

一眾第二梯隊支持度一直欠佳，如果到了選舉最後時
期，其支持度仍然未有起色，很大可能成為反對派支
持者放棄的對象，導致選情崩盤。因此，「民主動
力」隨即出手與港大民研合作，突然改變了問題方
法，藉此催谷抬轎效應，再加上動員陳方安生、李柱
銘之流出來拉票，無所不用其極地推高各第二梯隊支
持度。接着，「民主動力」以至戴耀廷的「雷動計

劃」，就可利用港大民研的結果，呼籲反對派支持者
放棄激進本土派候選人，改投反對派候選人，原因是
激進本土派已經沒有勝望，相反反對派第二梯隊卻處
於「當選的邊緣位置」，應該集中票源力保，期望大
打棄保牌扭轉敗局。
這恰恰說明，港大民研已經連假面具也懶得再戴

上，乾脆以反對派選舉機器自居，公然干預選舉，為
反對派配票棄保。既然港大民研已成政黨工具，試問
還有何公信力可言？鍾庭耀親手毀了港大民研的招
牌，也自暴其反對派打手的真面目。不過，激進本土
派及其支持者相信也不會理會港大民研，加上其民調
已是聲名狼藉，成為眾矢之的，對外界的影響力有
限。反對派棄保牌未必能夠打響，反對派與激進本土
派的爭逐，恐怕未到最後一刻也難以分出勝負。

「港大民研」配合反對派棄保公信破產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正視「港獨」問題 豈可掩耳盜鈴

「港獨偽命題論」的一個很炫目的觀點是：本來「港
獨」沒有人提的，即使提也就是那麼幾個閉門造車的大
學生而已，但現任特首卻高調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上
脫稿宣示反「港獨」，結果反而激起回響，更多人因此
而投入到「港獨」的討論甚至宣示支持之中。套用禪宗
偈語，簡單說就是「本來『港獨』無一物，特首自己惹
塵埃。」筆者雖然並無統計，但估計持這種論點的人也
為數不少，所以值得深究一番。

對「港獨」息事寧人是自欺欺人
第一，特首在宣讀施政報告時就這麼一說，就足以把
本來幾乎沒有市場的「港獨」，一下子煽成大範圍討
論、越來越支持「港獨」表態和組織「港獨」團體等現
象？請細心想想，就算真是如此發生的，這種「一言興
（城）邦」式的「港獨」言行井噴現象，能說是一種正

常現象嗎？就這麼一句話，就能激發起大面積的「港
獨」言行？各位讀者不覺得很詭異、很難讓人置信嗎？
「港獨」思潮和言行的出現和發展，必然有其內在邏輯
和因素，絕不可能僅僅因為一個官員的片言隻語，就一
下子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無端生發出來。
第二，也有觀點認為，就算「港獨」論點在特首表態

反對之前已經存在，例如2014年香港大學《學苑》雜
誌提出「香港民族自決論」，特首以及建制派人士也沒
有必要大張撻伐，因為這反而激起反對派和激進分子更
多的回應，從而有更多的機會加倍宣傳「港獨」，現在
之所以「港獨」成風頭，就是因為特首和一些建制派人
士過度反應所造成的。
這種論調聽上去似乎比上述的「一言興邦」論更合

理，其實也是經不起深入討論的。不妨反過來思考一
下，如果特首和建制派人士對「港獨」言論不作任何反

應，視若無睹，「港獨」言行就會自動熄火，從此偃旗
息鼓嗎？如果這種「靜默戰術」真的能達到不戰屈人、
讓對方消聲的效果，那何不來個擴大化── 用「靜默
戰術」來對待一切反對派的言行，看看反對派會不會因
為這樣而從此銷聲匿跡？敢不敢試一試？

「佔中」演變殷鑒不遠
從操作層面上看，以「靜默戰術」或者說冷處理之
所以行不通，是因為它完全沒有考慮到一個傳播學上
的重要因素：包括「港獨」支持者在內的整個反對派
陣營，不僅在傳統媒體上佔盡話語權優勢，而且在網
絡新媒體上也比建制陣營早着先機，發展得更加迅速
和具有更大的傳播規模效應。換句話說，反對派要傳
播包括「港獨」在內的任何一個新理念、新觀點和新
論述，完全可以在不理會建制陣營有沒有回應的情況
下自編自說，反覆傳播。「港獨偽命題論者」所謂的
建制陣營越是高調反「港獨」，越是給了「港獨」宣
示的機會，完全站不住腳。因為對方根本就無需建制
派給予發言機會，對方本身就掌握了新舊媒體的絕對
優勢話語權！
回想2013年初，尚未為市民熟悉的戴耀廷炒作「公

民抗命」、「和平佔中」概念，當時反駁他的人也不
多，更多的是像現在的「港獨偽命題論者」，表示嗤之
以鼻。結果這個概念慢火細燉了一年半，最後在2014

年下半年釀出一場數以萬計人捲入、持
續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殷鑒不
遠。

放縱「港獨」思潮 民意恐轉變
「港獨偽命題論」的最後一個觀點

是，有強大的中央和駐軍在，同時廣大
香港市民也不會支持，「港獨」不可能
成事；既然不可能成事，那就不必對
「港獨」反應過激。目前來說，廣大香港市民的確不支
持「港獨」，但假以時日呢？尤其是如果「港獨」組織
和推動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港獨」言論又肆
無忌憚地四處傳播的話。別忘了今年6月24日香港中文
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公佈的民調結果：有4成年輕
人支持「港獨」！所以筆者才說「假以時日」，如果對
「港獨」仍然無所作為的話，社會民情，世態人心，潛
移默化，不可輕斷。看看李登輝上台之後，放縱「台
獨」言行發展，今天支持「台獨」的民意比例，不容低
估。
可能還有論者不服，說香港還有駐軍在，「港獨」怎

可能鬧得了！筆者只想說一句：如果「港獨」勢頭蔓延
到非要出動軍隊才能解決的話，那麼香港特區乃至整個
中國，又將要付出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
巨大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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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駁「港獨偽命題論」

「港獨」思潮侵校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
日趁開學前夕，向全

港學校發信及發佈新一篇網誌，當中
提到對於有組織在網上招攬中學生，
計劃在校園宣揚「港獨」主張及推動
活動感到憂慮。他重申「港獨」違反
香港基本法和不符合本港憲制，提醒師
生討論香港地位時，一定要以香港基本
法為基礎，以免學生受誤導而不自覺地
參與鼓勵違法行為，並強調「『港獨』
絕不正確，沒有什麼需要討論」。
吳克儉昨日向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

發信，表達對新學年的期望。其中在致
中學校長和教師信件及教育局網誌《局
中人語》均提到，學校和家長都期望學
生可以於寧靜的校園內，在安全、有秩
序及專業教學的環境下學習，免受政治
及紛亂干擾。就近日有組織在網上招攬
中學生，計劃在校園宣揚「港獨」主張
及推動相關活動，他相信校長和教師都
理解香港基本法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
亦是特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基礎，強

調「港獨」並不符合本港的憲制及香港
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法律地位，「港獨」主
張及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
他呼籲教師秉持專業操守，發揮專

業精神，緊守工作崗位，以免學生受
誤導而不自覺地參與鼓吹違反香港基
本法或其他法律的活動。
他又指，香港基本法已清楚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這一點是毫無
疑問，『港獨』絕不正確，沒有什麼
需要討論」。
另外，適逢明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他期望教師能夠弘揚中華文
化，透過常識科、中國歷史、相關科
目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讓學生
能看到及明白今日的中國，並加強和
深化香港基本法教育，讓學生明白什
麼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
度自治，持續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
吳克儉又期望，學校可以維持關愛

校園文化，以豐富學生成長經歷、關
注銜接出路、加強生命教育和重視精
神健康。 ■記者 溫仲綺

「獨」違港憲制 不應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

港大學校委會前日舉行例會，校長
馬斐森於會上主動提及「港獨」議
題，強調港大校方應努力避免政治
化，提醒職員和學生需尊重法律，
及為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又強調
自己在任內會繼續堅守有關原則。
消息指，馬斐森在會上形容，本

港專上教育界最近數星期持續政治
化。由於立法會選舉及特首選舉等重
大議題將接踵而來，他相信教育界政
治化情況將持續一段時間。
他向校委會匯報時更提及處理校園

討論「港獨」的措施，強調校方珍惜
校園言論自由，但同時重申港大應該
避免政治化。

馬斐森重申港大應避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再
有一所中學「被成立」所謂「關注
組」，在校鼓吹「港獨」主張。激
進「本土」組織「學生動源」前晚
公佈了「甲寅年香港前途關注組」
的成立，聲稱要為「同學提供討論
香港前途問題的空間，以及提升同
學對香港前途的認識」。「中招」
學校所屬的辦學團體東華三院昨日
發表聲明，澄清該組織與東華三院
及校方無任何關係，也不涉及校方

任何組織。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日前懷

疑中「獨」。東華三院昨日發表聲
明主動澄清，表示校方已經向校友會
查詢，校友會對有關「甲寅年香港前
途關注組」面書專頁的設立，及其所
上載的內容毫不知情。至截稿前，與
「學生動源」有關的所謂「本土關注
組」已增加至24個，個別組織更表
明會在開學後加緊鼓吹「港獨」主
張，情況堪憂。

東華：「甲寅關注組」非校方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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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前日發表聲明，強調會對公開播「獨」者保
留依法採取跟進行動的權利。多名政界人士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這些人簽署了法定
聲明，在「入閘」後就公然宣「獨」，為人
反口覆舌、毫無誠信可言，而這些候選人宣
「獨」的言行已有證有據，特區政府應該立
即採取相關行動。

陳勇：須即清理「小『獨』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

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有部分候選人在「入閘」後大肆播
「獨」，就像「大『獨』梟」被捕，但仍有
不少「小『獨』販」在四處播「獨」。
這些「小『獨』販」必須立即清理，以免
危害更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局應該採
取行動，不能姑息任何違法者。

盧瑞安：有證有據應嚴正執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部分候選

人出爾反爾，當局既然有證有據，就應該嚴
正執法，立即依法採取行動，不要讓「港
獨」中人污染了神聖的選舉。

顏寶鈴：背信棄義者難委重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出，有關候選

人所言所行是背信棄義、失信於民，不值得
選民信賴，更不能委以治理香港之重任，而
有關人等的「港獨」言行，已嚴重違反了香
港基本法、《香港回歸條例》、《刑事罪行
條例》等法例，特區政府應果斷採取行動，
確保立法會選舉依法、有序進行。

王庭聰：播「獨」違法欺騙選民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強調，這些候選

人不僅違規，更是言而無信的表現，「試問
一旦他們進入立法會，又有多少人會實踐
自己的承諾呢？完全是欺騙選民！」他認
為，當局要適時採取必要行動，提醒、制
止有關違規行為，維護選舉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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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政治主張引發武力行動」
張志剛昨日在電台節目強調，「港獨」在

校園並沒有討論空間，因這是單方面的分離
主義，從來不是學術討論，本質更是政治主
張，後果將會引發武力政治行動，明顯是違
法行為，「全世界搞獨立都係運動、行動，
實踐呢一樣嘢，到最後係摧毀一個憲政基
礎，重新建立一個憲政基礎，搞『香港獨
立』嘅結果咪就係『香港獨立』囉！」
他又指，從國家層面來講，更屬於「叛
國」，在一個國家內的教育體制，並不容許
宣揚叛國行為。

教育場所不適用「言論自由」
張志剛指出，一般人私下討論「港獨」可

說是基於「言論自由」，但學校有其特定目

的，是一個教育的場所，因此在學校內不能
只用言論自由的標準，例如在學校公開討論
打劫銀行，最終得出結論是要付諸行動，就
變成違法的行為。同樣道理，在學校公開討
論「港獨」，最終得出結論是發動政治行動
達至「港獨」，也是違法行為。因此，他強
調如老師向學生指出「『港獨』係死路一
條，違反『一國兩制』」，而建基於這個基
礎作出批判式討論就應該沒有問題。
張志剛指出，部分立法會候選人以「遮遮

掩掩」的方式欺騙市民，用學術討論或言論
自由來包裝「港獨」，強調在全世界的歷史
發展中，講「獨立」的人都是「拍心口」帶
領着群眾行動，因此從政治層面來看，搞
「港獨」的人根本不可能只是討論，「如果
一班人講完『港獨』，大家都覺得好，就要
去做囉，否則討論嚟做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