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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將「一人

一票」視為「神聖

不可侵犯」，但其實個個得把口。一

批香港中文大學本科生早前發起校園

聯署，要求以「全民公投」方式表決

罷免新亞書院學生會民選代表、激進

「本土派」的周竪峰等3項議案，獲

得1,639個聯署支持，但至前晚竟有

五六百名聯署學生的資料被指「未能

成功核實」。中大學生會司法委員會

「原訟庭」其後更突然批出「緊急禁

制令」，禁制再進行相關程序。有人

質疑是「當權者」為保權位而出招阻

撓，是在「踐踏民主」。周竪峰惡言

反擊：「我依（）家就要用民粹鬥

死你！」（見另稿） ■記者 羅旦

激進「本土派」當權
後的嘴臉如何，看看周
竪峰在聯署事件上的表
現就可見一斑。針對是
次聯署事件，周竪峰在
fb 發 文 稱 「 我 依
（）家就要用民粹鬥
死你」，聲稱聯署的學
生是「受人唆擺」，而
行動是「多數人的暴
政」等等。
有中大學生報前莊撰

文批評周是自命高人一
等的「精英」，才會侮
辱中大同學是「無腦」
的「暴民」。
周竪峰針對聯署事件

在 fb發表題為《中大
學生報：我依（）家
就要用民粹鬥死你》，
文中形容聯署是「多數
人的暴政」、「暴民政
治」。
文 中 稱 ： 「 你 地

（哋）口口聲聲話本土
派成日網路（絡）公審
你地（哋），口口聲聲
要保護法治同真相，試
問你地（哋）今日所做
（嘅）野（嘢）唔係就
係用民眾公審黎（嚟）

代替法治程序咩？」
周竪峰指稱，發起聯署的骨幹

「就係畀我提告選舉舞弊罪成既
（嘅）報社左膠……當你以為中
大學生報班左膠畀埋內部機密資
料自己嫡系助選，已經係最無恥
既（嘅）時候，原來，人，真係
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

前中大學生報編輯Cham Lo
其後在網媒撰文反駁，周口中的
「私怨」實無中生有，指發起聯
署者共80人，中大學生報以往
的編輯只佔10人，「議題的討
論被講成是私怨，變相消解了議
題中的公共性，白白送走一次公
開討論學生會問題的機會，變成
周前會長訴諸『私怨』來攻擊同
學，意圖弭除是次公投的正當
性。」

指聯署者冇腦「暴民政治」

他批評，周竪峰口口聲聲指聯
署的同學是「暴民政治」，「聯
署的同學只有1,639名，而且聯
署只代表同意發動公投，不同意
議案的同學依然可以透過公投表
達意願，請問何謂『暴民』……
（周）暗指有份聯署的同學，都
是受人唆擺……這是對同學一個
非常嚴重的指控。」
「而且，這種說法背後更假設

了同學無能力思考及判斷，簡稱
『無腦』……言下之意，就是會
長將自己手握真理，（是）高人
一等的精英。」
Cham Lo回帶稱，周竪峰上年

競選中大學生會時撰文，有一段
題為「少數人的暴政」，意旨擔
心學生代表的意願凌駕同學的意
願。
「事隔一年，今次有同學重提

類似的憂慮時，你的回覆竟然指
同學被人唆擺、『多數人的暴
政』、『暴民政治』，為何會如
此矛盾……對於同學的意見：同
意你時就是民意所向，不同意你
就予以忽略。這種唯自己的見解
才是正確的想法，明顯是精英的

心態。」 ■記者 羅旦

■聯署發起人質疑無效數字不合理，並教導同
學應對方法。

中大生「公投」罷免周竪峰受阻
逾半聯署「被無效」「原訟庭」突發出禁制令

香港大學宿舍爆出連串欺凌醜聞固然令人花
生食不停，但中大內發生的「權鬥」就熱

鬧之餘仲令人心寒。屬於激進「本土派」的周
竪峰，此前教參選中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的激
進「本土莊」抹黑對手，更派臥底滲入「敵
陣」，搜集對手黑材料。
由一批中大生發起的「中大校園民主運
動」，此前在校園收集學生聯署，要求通過
「公投」的方式，表決是否罷免周竪峰，以及
罷免被指拖延審理學生報內閣基金申請的聯合
書院學生會民選代表潘智鍵等3項議案。
發動所謂「公投」所需的學生聯署下限為

846個，至上月31日他們已收集到1,639個簽
名，並在當日舉行的學生會代表會臨時會議處
理。

匿名核簽名 怪招惹質疑
學生會代表會接納了有關聯署，並委任學生
會代表會補選委員會為全民投票的執行機構。
不過，到本月2日，「校園民主運動」在fb貼
文稱，不少聯署同學收到補選委電話，指有選
委核實同學身份時，無故「考核」學生對議案
的理解；有部分選委確認過程中沒有表明選委
身份，也沒有確認同學聯署是否有效。有選委
更以「133」，即沒有來電顯示的方式致電同學
等等。
在大前晚的代表會上，「中大校園民主運

動」引述補選委員會指，已開始處理1,006個
聯署，惟有500個至 600個同學未能成功核

實，「這數字是不合理的，在2015年中大有學
生就退聯呈交聯署，873個聯署中只有221個無
效，扣除資料不齊全的，只有147個無效。正
常核實程序下，只有約25%的聯署無效，與現
時的50%至70%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們認為補
選委核實過程嚴重欠妥。」
其後，代表在會議決定將「公投程序」交由
代表會選舉委員會處理。
不過，學生會司法委員會「原訟庭」前晚批

出一項緊急禁制令，「禁制代表會選舉委員會
及代表會就2017年3月31日由代表會主席接收
的全民投票聯署文件進行任何程序。」要求聯
署的5名發起人明日答辯。

中大生狠批周「官僚毒瘤」
中大學生黃漢彤在fb上狠批：「根本係有一

班人無所不用其極，意圖消滅呢個全民公投，
保住周竪峰潘智鍵兩個人既（嘅）權位！如果
佢地（哋）真係堅信自己冇錯，唔值得罷免，
點解唔光明正大同發起公投既（嘅）同學辯
論？如果，公投結果係同學反對呢個議案，佢
地（哋）咪還得清白，從此有公信力執政囉。」
他質疑，「佢地（哋）用盡一切程序，拖到考

試，拖到暑假，迫到你搞唔成公投，又奈佢如
（唔）何？我只可以話，希望所有中大同學至少
要記住一個結論，係（喺）呢個睇落去咁乾淨既
（嘅）校園度，已經滋長出一個盤踞建制、戀棧
權力既（嘅）官僚毒瘤。佢地（哋）係呢個得來
不易既（嘅）校園民主既（嘅）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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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被是次聯署
針對的周竪峰及潘智鍵，分別來自新亞書院及
聯合書院。兩書院的學生會自然要護短，發聲
明稱通過「公投」罷免個別書院代表會的民選
代表，是「侵犯本院同學之自主權，損害書院
聯邦制」，而「用另一班人去推翻原本一班人
的決定，亦是違反民主」云云。
中大學生黃漢彤留言反駁：「唔同書院選上

黎（嚟）既（嘅）代表，係負責管理全中大既
（嘅）事務，既然影響到每一個同學，當然亦
可以由全中大既（嘅）同學發動罷免。」

新亞聯合擺明護短

■周竪峰在fb上批評聯署發起人是「畜牲」，該
番言論其後被中大學生報前莊反駁。

最新考古結果顯示，新疆青河縣三道海
子遺址群的大型巨石堆陣可能是「獨目
人」所建。據悉，這是世界上首次發現帶
有刻紋的盾牌石。三道海子遺址群可能是
歐亞草原已知「遊牧王國」最早、最大的
祭祀禮儀中心，它見證了「獨目人」在此
聚居的歷史。
三道海子遺址群位於東阿爾泰山分水嶺
處的一處山巔谷地，海拔約2,700米，三
個谷地中的高山、湖泊相鄰分佈，故稱
「三道海子」，它自古便是聯繫蒙古和新
疆的交通要道。相傳曾生活在這裡的「獨
目人」勇悍善戰，前額當中長着一隻眼，
故名「獨目人」，他們在約 3,000年至
2,500年前是歐亞草原的霸主。

擴張族群 促草原絲路形成
該地區約有大小不等的10座十字輪輻式

石圍石堆遺址，它們以巨型石堆為中心，
岩石向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四個方向
鋪設成放射狀的輻條，遺址周圍栽立着一
些印有花紋的長方形石碑，稱之為「鹿
石」。在巨石堆遺址內還矗立多個五邊形
盾牌石。考古項目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物說，「這也是世
界上首次發現帶有刻紋的盾牌石，可見這
個祭祀遺址的等級之高。」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林梅村認

為，三海子遺址群可能和「獨目人」有
關。該遺址群的考古新發現，證實了公元

前9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以前，有一個勢
力強大、文化發達的族群分佈在俄羅斯圖
瓦、蒙古西北和中國以青河、富蘊為中心
的阿爾泰山地區。郭物表示，「他們可能

是歐亞草原最早建立遊牧國家的人群之
一，其擴張和對草原部落的整合，在一定
程度上促進了早期草原絲綢之路的形
成。」 ■新華社

中國電商改變全球
網購風行物流提速

河南觀星台
下月起免費開放

新疆首現刻紋巨石 見證「獨目人」歷史

■考古人員首次發現的刻紋盾牌石。
網上圖片

■考古人員在三道海子遺址群發現印有花紋的
長方形石碑——「鹿石」。 網上圖片

■河南登封觀星台景區將於5月1日免費
開放。 本報河南傳真

4月10日，阿里巴巴宣佈其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平台海外買家數量突破1
億，覆蓋全球220多個國家和地區。數據
顯示，2016年中國進出口跨境電商整體交
易規模達6.3萬億元，這意味着中國電商
正在改變全球生活。

互動交流 有獎遊戲引買家
在網購不發達的地區，中國電商正在

培養當地消費者的網購習慣。裴友表
示，現在西班牙人也開始從中國網購婚

紗了；而在網購發達的地區，中國電商
主要通過提供豐富的購物體驗來促進自
身發展。來自美國的瑪竇表示，「在美
國亞馬遜、易貝購物平台上，付完款購
物就結束了，而中國電商平台會有遊戲
和活動，這種互動體驗正改變着我們的
購物習慣。」瑪竇說。
提供豐富的購物體驗一方面是中國電商

的「差異化」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出
海」的必經之路。馬玉璽表示，當初小米
手機推向俄羅斯市場時遇到了難題：俄羅

斯人不知道「小米」怎麼發音。於是，營
銷團隊讓俄羅斯粉絲猜這個品牌名怎麼
唸，猜對有獎。這種互動交流的玩法豐富
了當地人的購物體驗，使更多消費者了解
小米手機。

改造設施 實現機器化分撿
高美新從巴西來到中國已5年。她說，
來中國之前，巴西的網購還很不發達，主
要原因是物流費用高且速度慢。最近回國
後，高美新發現巴西人開始在中國網店購
物。據悉，速賣通幫助拉美地區的郵局改
造基礎設施，實現機器化分撿，可將物流
耗時縮短10多天。
在俄羅斯，中國電商的促銷曾使當地郵

政「爆倉」，支付體系一度癱瘓。之後，
中國電商平台開始與當地郵政協作，優化
物流和支付體系。阿里巴巴全球速賣通總
經理沈滌凡表示，物流、支付等基礎設施

的不斷改善，逐步提升了全球1億買家的
購物體驗滿意度。

發表在新一期美國《科學公共圖書館
醫學》雜誌上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人新
鮮水果攝入量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民
眾，因此，研究人員建議中國人應多吃新
鮮水果，可降低罹患糖尿病及相關血管併
發症的風險。
研究人員指出，儘管新鮮水果有益健

康，但人們擔憂水果所含糖分對糖尿病患
者有一定危害，以致中國許多糖尿病患者
不吃或極少吃水果。為此，研究人員用7
年隨訪了50餘萬名成年人，發現與不吃
或極少吃新鮮水果者相比，每天吃新鮮水
果者新發糖尿病的風險下降12%。每天攝
入100克新鮮水果可使糖尿病患者總體死
亡率降低17%，罹患缺血性心臟病和中風
等大血管併發症的風險降低13%。
研究人員表示，儘管不能確定新鮮水果

降低人們患糖尿病及相關血管併發症的原
因，但推測這可能與水果中抗氧化成分相
關，因此，建議中國人增加食用新鮮水
果。 ■新華社

世界文化遺產「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
的核心景區、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
「二十四節氣」的重要載體——河南登封
觀星台景區，將於2017年5月1日對社會
公眾免費開放。
該建築群歷經漢、魏、唐、宋、元、

明、清朝，綿延至今，是中國時代跨度最
長、建築種類最多、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
代建築群，是中國先民獨特宇宙觀和審美
觀的真實體現。觀星台距今已有700多年
的歷史，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天文台，它
反映了我國天文科學發展的卓越成就，對
研究我國天文史和建築史具有極高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研究倡多食水果
降患糖尿病風險

讓西班牙人裴友感到驚訝的是，去年的平安

夜，家人居然穿上了中國少數民族的衣服。「中

國商品正通過電商賣到全世界，使當地人擁有更

豐富的生活。」裴友說。來自俄羅斯的馬玉璽同樣發現本國很多老人沒有台

式電腦，最近卻買了安裝安卓系統的手機，可以下載中國網購App。

■阿里巴巴旗下跨境進口電商平台天貓國
際於2014年2月正式上線。圖為在杭州阿
里巴巴集團總部天貓國際工作區，工作人
員正討論招商問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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