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香港大學近年在多個國際
大學排名榜節節敗退，港大校
委會主席李國章昨在電台節目
回應指，大學排名下降受不同
的因素影響，其中港大文化及
學術研究不夠嚴肅都是原因之
一，「港大是一個老字號卻有
着『圍威喂』（即小圈子）的
思想，又認為做不做研究也沒
所謂」，難以令大學進步。他
強調，港大有優秀的學生和教
師，有信心可以將之再次提升
為亞洲第一大學，但需要時
間，「呢個係我哋最悠久嘅大
學，唔可以畀佢做衰！」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押後宣誓合法度、順民意，「雙邪」闖立會再違法規，反對派包庇

縱容罪責難逃。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決不容許「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香港是法治社會，

決不容許違憲違法者進入立法會；香港是文明社會，決不容許無賴流氓進入立法會。法理昭

昭，民意滔滔，全城同驅「雙邪」，護我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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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包庇辱華播「獨」的梁頌恆、游蕙禎，
昨日在立法會大會組織人鏈，他們「護送」二人
突破禁令，強行闖入議事堂，導致立法會被迫休
會。奇怪的是，民主黨無人參與「護送」。事
後，民主黨黃碧雲特意澄清，由於反對「青政」
早前宣誓時辱華和夾雜粗口的行為，因此民主黨
未有參與「護送」行動。民主黨明明和反對派沆
瀣一氣，特別澄清沒有參與「護送」，實在此地
無銀三百両。民主黨既怕遭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

中間支持者唾棄，又怕得罪激進選民，企圖兩面
討好，其實是無立場、無腰骨，正式是「豬八戒
照鏡──兩面不是人」。
反對派糾纏梁游二人的宣誓問題，大談什麼

「三權分立」、「主席須依法辦事」，目的都是
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為梁游二人安排重新宣誓，
造成「米已成炊」的局面，讓兩個「港獨」分子
堂而皇之成為議員，讓他們在立法會內繼續散播
「港獨」言論。民主黨的涂謹申就是「護送」行

動的指揮者和組織者。
如果說，民主黨不贊成梁游二人宣誓時辱
華、講粗口，強調要遵守基本法和宣誓條例，
那麼民主黨就應該譴責辱國播「獨」的行為；
梁君彥決定推遲二人宣誓，等候法庭判決，民
主黨更應尊重主席的裁決，而不應該和反對派
綑綁在一起，大談什麼梁游二人由選民選舉產
生，所以「要維護他們宣誓的權利」。這說明
民主黨對梁游二人是「小駡大幫忙」，更轉移
視線，開脫罪責，為讓二人重新宣誓製造理
由。
民主黨不「護送」梁游二人，還有更大的考

慮，就是為了一黨之私利，盯着梁游二人的議

席。民主黨也看到，梁游二人侮辱國家民族，失
盡人心，很大可能喪失議員資格，補選勢在必
行。民主黨企圖取而代之，把梁游二人的空缺搶
到手中。所以，民主黨先擺出「批評」梁游的姿
態，不參與「護送」，給中間選民留下好印象；
然後又惺惺作態，認為梁游二人已進入議事廳，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一定要盡快安排宣誓。
民主黨兩邊落注，以為兩邊都能撈到好處，日

後有機會盡取補選的兩個議席，成為反對派的龍
頭大哥，好號令天下。可惜機關算盡，只是暴露
了民主黨投機主義的醜態。選民都是傻的嗎？都
看不穿民主黨的把戲？以為自己醒，其實不過豬
頭丙。

民主黨為無「護送」辯解乃豬八戒照鏡 徐 庶

法理昭昭不容無賴闖會 民意滔滔全城同驅「雙邪」

梁君彥宣佈押後梁頌恆、游蕙禎宣誓之後，梁、游
「雙邪」昨日竟然在反對派議員的包庇縱容下強闖立法
會，致使立法會無法開會。梁、游宣誓時的違法辱華，
已依法自動喪失議員資格，卻「霸王硬上弓」，無賴本
色暴露無遺。反對派「長毛」等人已宣誓效忠基本法，
卻幫助「雙邪」實施違法行為，幫兇本色愈加明顯。
「雙邪」激起全城怒海，至今已有逾百萬民眾簽名踢走
「雙邪」，昨日亦有萬人在立法會外示威，譴責「雙
邪」闖立會。法理昭昭，不容無賴闖會；民意滔滔，全
城同驅「雙邪」。

梁君彥決定押後宣誓合法度、順民意
梁君彥今次決定押後梁頌恆、游蕙禎宣誓事宜，說明

他已經認識到茲事體大，不可草率，並無不妥之處。
此舉體現了立法會對憲法和基本法的尊重。梁、游在

宣讀誓言時，用「香港民族」替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並在宣誓就職儀式上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橫額，第一次宣誓未獲通
過後，第二次宣誓仍不改前非，違反憲法和基本法，未
完成宣誓，已依法自動喪失議員資格。梁君彥上周允許
其「重誓」的裁決不當，今次決定押後宣誓事宜，這是
對憲法和基本法的尊重，契合香港的法治精神。

此舉體現了立法會對香港現行體制的尊重。梁、游
「雙邪」的情形是否符合「可以安排一次宣誓」的條
件？立法會主席是否有權力裁決「重誓」？現在存在
爭議，特區政府就重誓一事申請司法覆核，高等法院
已受理，將於11月3日聆訊。那麼，無論高等法院最
終如何裁決，結果出爐之前，都應暫緩啟動「重
誓」。這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應有的尊
重。香港的制度設計體現了「三權制衡」，如果立法
會無視行政機關的質疑、不顧司法機關的裁決，恰恰
是十分危險的。梁君彥考慮到了這一點，「押後宣
誓」是恰當的。
此舉體現了立法會對民意的尊重。「雙邪」違法辱

華，欺騙選民，引起全城激憤，如此無國家概念、無
法律意識、無政治良知、無基本教養、無廉恥之心的
無賴，有什麼資格成為「尊貴議員」，領取豐厚薪
水、在立法會大堂上指手畫腳？連日來，抗議不斷，
罵聲不絕，民意洶湧。立法會主席傾聽民意、順應民
意，對有爭議的問題暫且擱置，這個做法也是十分妥
當的。

「雙邪」闖立會再違法規
梁、游「雙邪」昨日強行闖入立法會，違反了基本法

和立法會議事條例，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
梁、游已依法喪失議員資格，無資格進入立法會議

事。《宣誓及聲明條例》表明：梁、游在宣誓時加入了
與法定內容相抵觸的內容，構成「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
誓言」，適用「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
的條款，必須依法取消議員資格。《條例》第21條款
具有自動生效機制，無須立法會秘書、立法會主席或任
何代其行事的議員作出裁決。據此來看，梁、游不是議
員，強行登堂議事，屬違法行為。
就算梁、游還是「候任議員」，也無資格進入立法
會議事。梁、游是否「可以重新宣誓」而就任議員？
這是近來輿論爭論的焦點。此事留待高等法院裁決，
暫且不作評論。那麼，退一步講，就算梁、游還有機
會成為議員，他們沒有完成宣誓，現在的身份也僅僅
是「候任議員」，而不是正式議員。依據立法會議事
規則，完成宣誓成為正式議員後，才有資格進入立法
會議事。「候任議員」進入立法會議事也屬違法違規
行為。
立法會議員是幹什麼的？是每月領取公帑、為香港市

民服務的。打個比喻，某人到勞務市場上挑選了一位保
姆，準備僱用，還未簽勞務協議，先領到家裡看看。走
到家門口，主人告訴這位「候任保姆」：「我家有些規
矩，你須承諾遵守，才能當保姆」（這些規矩都合
法）。此人立即表示拒不遵守，卻要強行入室「服
務」。這豈不是強盜行為？如果把香港比作一個家，把
議員比作保姆，那麼，梁、游現在已非保姆，也非路
人，而是強行登堂入室的強盜了。對此，作為主人的
700萬市民豈有容忍之理！

反對派包庇縱容罪責難逃
反對派議員簇擁着梁、游昨日成功闖

入立法會，致使保安人員無法接近。反
對派議員這麼包庇縱容「雙邪」，完全
置法律與民意於不顧，甘當「雙邪」的
「保護傘」，罪責難逃。
癱瘓立法會，此為罪一。梁、游「雙
邪」進入議事大廳後，立法會主席依據
議事規則進行驅逐，但「雙邪」賴着不走，致使立法會無
法正常開會，不得不宣佈休會。回想一下，「港獨」分子
早就放言要進入立法會、癱瘓立法會，「雙邪」昨日算是
邁出了第一步，「長毛」等反對派議員，幫助其癱瘓立法
會，罪責難逃！
助「雙邪」違法，此為罪二。梁、游「雙邪」強闖立法
會屬於違法行為，反對派議員在就任的誓詞中說：「定當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遵
守法律」，現在卻公然幫助「雙邪」實施違法行為，充當
幫兇，為其抬轎，助威吶喊，罪責難逃！
護「雙邪」辱華，此為罪三。游蕙禎以「支那」 、

「re-fuxking」公開辱罵同胞，事後拒不道歉，令全城共
憤，抗議不斷，市民以「漢奸」「走狗」喻之，反對派
議員對此熟視無睹，仍為其護短，喪失了做人的基本準
則，助紂為虐，罪責難逃！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決不容許「港獨」分子進入立法

會；香港是法治社會，決不容許違憲違法者進入立法
會；香港是文明社會，決不容許無賴流氓進入立法會。
全城同驅「雙邪」，護我美好家園！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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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在立法會宣誓時辱華的「青年新
政」游蕙禎、梁頌恆日前連同香港「本
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到台灣大
學出席座談會，講座中游梁兩人散播
「港獨」言論，聲稱要尋求港人「本土
自決」的立場不變。對此，國台辦新聞
發言人安峰山昨日重申，大陸對台灣那
些頑固堅持「台獨」的勢力與「港獨」
分子相互勾連，妄圖分裂國家的行為表
示堅決反對。
梁頌恆在台演講時聲稱，自己宣誓

時披的「香港不是中國」標語純屬「事
實」，更爆粗稱「關你（北京）屁
事」。台灣《聯合報》網站23日則報
稱，黃台仰在演講時，更拋出台灣是一
個「獨立的國家」，只是「缺乏其他國
家的支持」的言論，還稱「港獨」與
「台獨」應彼此互相關注，「台灣、香
港都『獨立』，其他地方也盡快搞『獨
立』，給中共壓力，是對每個地方最好
的方法」。

反對干擾港實施「一國兩制」
針對台灣有關方面近日對香港特區

個別議員資格問題說三道四，且有關議
員更赴台與「台獨」勢力勾連活動的這
一現象，安峰山昨日回應提問時表示，
中央對此高度關注，強調香港回歸祖國
以來，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令「一
國兩制」在香港得到全面落實，獲得香
港各界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
他強調，中央堅決反對台灣當局插

手干擾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的言行，而島內頑固「台
獨」分子與「港獨」分子勾連，妄圖分
裂國家，必將遭到兩岸和香港同胞的反
對，更不會得逞。

鴿黨聲稱無「護航」「兩頭落注」惹質疑

港大國際排名插水
李國章：「圍威喂」難進步

「教吓書就算」 研究態度不夠嚴肅
李國章昨日接受曾鈺成在商台主

持的《鈺成千里目》訪問。他提
到，上任後並無所謂「整治」港大
的心態，但從不同港大的研究相關
報告留意到，港大近年排名的節節
下跌，認為這與港大文化有關，舉
例指「如果研究生位有空缺，會選
擇升自己校內的研究生，而並非挑
選最好的人，這是最易辦的」。
他又指，港大看待研究的態度不

夠嚴肅，有人認為做不做研究也無
所謂，只是「教吓書就算」。
李國章在今年1月被獲委任為港

大校委會主席，曾面對部分人的猛
烈攻擊和反對。他坦言，接受特首
梁振英委任時一度為此糾結，「初
初我亦提議特首找第二個較好。因
為我曾是中大校長，我在中大工作
了20多年，覺得自己是中大人。無

可否認，有不少港大人會認為我對
港大有敵意，但特首認為我做教統
局局長時很公道，沒有特別偏心中
大或港大。」
當時部分立法會議員亦大力反

對，「如果在這情況下，我們香港
是法治地方，如果有一小部分人喺
度嗌口號又嘈，我哋就退縮，香港
未來的管治會如何？所以最後我就
硬着頭皮去做。」

講座邀政協 不擔心被抹黑「洗腦」
為讓學生更了解內地的發展，本

身是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國章多年來
亦大力籌辦學校講座，邀請政協委
員主講，獲不少學校歡迎。被問及
會否擔心被指向學生「洗腦」，他
回應指講座可讓學生及教師發問，
沒有「洗腦」的可能性，相關講座
亦繼續籌辦。
談及其全國政協委員的職責，李

國章認為，香港的政協委員可為中
央政府解釋政策，因本港市民對其
了解不多，亦可將香港社會的情況反
映予中央政府，促進交流，「但很慚
愧地，我們沒有太多機會解釋中央
的相關政策，例如『一帶一路』，
有多少政協委員有出來解釋呢？」

各傳統反對派議員
昨日「護送」梁頌
恆、游蕙禎兩人強行闖入議事廳，最終導致議會程序大亂。
在各反對派休會後會見傳媒時，有份製造混亂的民主黨議員
一嚿雲（黃碧雲）突主動和「青山新症（青年新政）」劃清界
線，稱他們反對「青症」兩人在宣誓時作辱華字眼，及將粗口
夾入誓詞內，故「民主黨7位議員無參與過護送佢哋兩個進入
會議廳」。所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又鬧又砌想左右逢
源，結果收場就是豬八戒照鏡，被不同立場的網民鬧翻天。
反對派的8名議員昨日護送不准宣誓的游梁兩人進入會議

廳，包括「人民力量」的陳志全、「香港眾志」的羅冠聰、
公民黨的楊岳橋、譚文豪、毛孟靜，及姚松炎、邵家臻和朱
凱廸，但民主黨並沒有參與「護航」。黃碧雲在記者會上主
動「澄清」，「民主黨好清楚立場，反對青政兩位議員在宣
誓時作辱華字眼，用粗口夾入誓詞，好反對呢種做法」，故
沒有加入護送青年新政議員入會議廳的行動。

不過，她稱，不同政見者經過合法選舉並進入議會，主席
「一定要」依法盡快幫議員宣誓，又質疑梁君彥在上周裁決
時准許議員寫信要求重誓，但在建制派議員聯署後即推翻裁
決是「跪低」，是「政治凌駕法律」，「濫用」主席權力及
「破壞政治中立」云云。

網民寸博上鏡 「割席要快光環要戴」
所謂「兩頭落注」，一邊撐一邊割席呢種行為，不同立場

者都對此大有意見。「學民思潮」前成員李宗澤就在fb發
帖，順便為羅三七攞光環，「當羅冠聰尋晚好辛苦咁搵議員
幫手，民主黨喺記者會上就玩割席，立場私怨重要D（啲）
定大事（是）大非重要D（啲）？」（見圖）
網民「Sandy Leung」就在留言中揶揄道，「民主黨，割

𥱊 （席）要快，光環要戴。」「Ko Wing Fung」則指，
「我睇直播都覺得好核突，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不過，
「Kilbiu Killbiu」批評道，「民主黨口口聲聲話唔認同，但
從來沒有公開遣（譴）責及批評，民主派向來事事批判，是
否雙重標準？盟友不敢批判，非盟友就大大力批判，尺度完
全不一樣！」「Heita Lam」更稱，「（青症）過去兩年當
泛民狗咁罵，今日要大人呵？係有料嘅就自己動員市民，唔
好自己做唔到野（嘢）就賴地硬！」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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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左)在《鈺成千里目》節目
中訪問李國章。

香港文匯報訊 退休法官
胡國興宣佈今日舉行記者
會，公佈參選行政長官事
宜。胡國興的媳婦于文瑛
指，全家都支持他參選。
胡國興近日與多個界別人
士接觸，表達參選特首的意
向。昨日，「胡國興行政長
官選舉辦公室」發出新聞
稱，表示今日會舉行記者會
交代參選事宜。據悉，胡國
興已經在中環的一個寫字樓
租了一個辦公室做選舉辦，
其徒弟、大律師何炳堃將擔
任其選舉代理人。
70歲的胡國興出身法律世
家，於1992年獲委任當高等
法院原訟庭法官，2000年出
任上訴庭法官，4年後做副

庭長，2011年退休。任法官期間，他
曾參與1996年嘉利大廈大火、1998
年新機場混亂的獨立調查，同時擔任
多項公職，包括選管會主席，及首任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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