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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立法

會議員何君堯早前發起網上聯

署，批評「佔中三丑」之首、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

廷（戴妖）以法律之名行違法

之實，不宜繼續執教鞭誤人子

弟，又不滿港大在違法「佔

領」行動3年後仍對歪風坐視不

理，希望市民「集氣」要求港

大革除戴耀廷，短時間內收集

了近6萬人簽署。何君堯昨日表

示，聯署人數反映社會的強烈

訴求，若校方仍逃避或置之不

理，會研究下一階段行動，絕

不允許有人繼續荼毒學生。另

外，《經濟通》與《晴報》聯

合進行的民調也發現，有近八

成投票市民支持解僱戴妖，再

一次證明戴妖不得民心。

6萬人「集氣」聯署促炒戴妖
何君堯：反映社會強烈訴求 促港大速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廉政公署執行處署
任首長丘樹春署任逾一年，至今未正式升任。廉政
專員白韞六昨日解釋，丘樹春是以「署理職位以方
便行政」方式署任，沒有特定時限，強調有關安排
並無影響廉署士氣。他並指出，雖然香港的貪污情
況受控且保持平穩，但廉署會時刻保持警覺，尤其
關注涉及上市公司的貪污舞弊情況。

非青黃不接 士氣無問題
白韞六昨日出席廉署主辦的「上市公司商業道德

會議2017」後，被媒體問及丘樹春的署任安排時
表示，丘是以「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方式署任，
沒有特定時限，也非署任到某段時間便要做某樣事
情。
被問及廉署是否青黃不接，以致未能找到合適人

選時，白韞六認為，既然有關崗位有人出任，即顯
示並非青黃不接。他續說，廉署人員一直謹守崗
位，全力做好工作，士氣沒有問題。
丘樹春將於下月完成署任，白韞六被追問若丘樹

春仍未能正式升任，會否再引發多一次「李寶蘭辭
職事件」時，拒絕作出猜測，又指不評論未發生的
事情。去年7月，前執行處署任首長李寶蘭被取消
署任後辭職，引起廉署連串人事變動。丘樹春接替
辭職的李寶蘭，擔任署任執行處首長，其後他一度
辭職，後獲挽留。
另外，白韞六在會議上致辭時表示，過去5年，

共有13個檢控涉及上市公司高層或高級管理人
員，當中個別案件涉及的不法交易，金額高達約28
億元，亦有個別案件涉及的賄款達1,900萬元。
惟他指出，相對本港有逾2,000間上市公司，

總市值達30萬億元，不法情況問題不大，顯示
本港企業普遍符合法律。他呼籲商界領袖及專業
人員除守法符規外，應致力帶領公司上下共同建
立誠信文化，並引導企業朝着良好管治的方向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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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為
2014年暴力衝擊政總東翼前地而身在
囹圄的「雙學三丑」，繼日前有「台
獨」及「藏獨」分子幫手聲援之後，
昨日又爆出有外國勢力寫信大讚黃之
鋒。美國已故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姪
女、當地人權分子Kerry Kennedy寫
信形容，黃之鋒與1960年代美國民權
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不相伯仲」。
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言，「雙學三丑」為求脫罪，及
抬高自己的政治本錢，可以稱得上為
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接近「醜不面
紅」的地步。他們還促請Kerry Ken-
nedy先做詳細的調查，不要矮化自己
的民權領袖。
Kerry Kennedy 本周二致函黃之
鋒，將他與馬丁路德金比擬，聲稱兩
人同因「和平抗爭」而被囚禁的「罪

名」不相伯仲（you are not any
more a criminal than Dr King
was）。她又提到，香港「過往」是
崇尚表達自由和民主價值的城市，如
今特區政府卻拘禁「和平示威」的領
袖，形容是香港歷史以來「恥辱的轉
折」（shameful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聲言國際社
會與黃之鋒同行。她在信末又指，相
信黃之鋒未來數個月的牢獄生活將
「極具挑戰」，但會由此變得更強
大，並將「繼續為公義而奮鬥」，
「我會在你身邊，你懂的」云云。

陳恒鑌批信口開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Ker-

ry Kennedy以馬丁路德金與黃之鋒相
提並論，未免矮化了馬丁路德金，更
反問黃之鋒是否協助過美國解放黑

奴？他強調，黃之鋒是犯了法，並經
法庭裁定有罪，判即時入獄。況且，
當日黃違法時，曾信誓旦旦聲稱會接
受法律制裁，現就千方百計推卸責
任。他呼籲Kerry Kennedy應做一做
調查，不要信口開河。

鄭泳舜批亂質疑港司法
民建聯副秘書長鄭泳舜亦批評，外

國人士在未完全了解香港的實際情況

下，不宜妄下判斷，質疑香港的司法
制度。

邵家輝：不應妄下結論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認為，大家均尊

重對方有言論自由，但黃之鋒事件屬於
香港的內部事務，本地法庭經過公平的
審訊，裁定黃入獄，而外國人士在不了
解、不知情下，不應妄下結論，或加入
反對派吹捧黃之鋒的隊伍。

甘迺迪姪盲捧河童 矮化馬丁路德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子優）在激進反對派洗腦煽
動下，香港少數滋事大學生
借開學禮致辭顛倒是非、美
化暴力的歪風，近年已悄悄
蔓延至中學校園。天水圍伊
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
學學生湯錦婷，昨日以學生
會主席身份在開學禮上致辭
時，竟顛倒是非，聲言參與
旺角暴亂、反新界東北衝擊
立法會而被判監者為「政治
犯」，將他們不理他人死活
的暴力違法舉動，淡化為
「唔夠體面」地爭取云云，
令人咋舌。教育界人士批評
反對派經常使用暴力，令部
分年輕人「有樣學樣」，嚴重扭曲了學
生的價值觀。
湯錦婷去年曾在校內發起圍堵前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她在開學禮以「學
習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為題代表學生
致辭，致辭原文亦上載至其學生會內閣
的facebook專頁，該貼文更獲「本土民
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點讚。

不點名吹捧「雙學三丑」
湯錦婷聲稱學生「應嘗試去學習做
不夠體面、擇善固執嘅人」，又謂
「社會上有好多年輕人以『唔夠體
面』嘅精神去堅守佢哋嘅信念、去守
護住佢哋熱愛嘅家園、去面對艱難嘅
人生」。她又聲言，難以相信至今
日，「一共有24名政治犯被囚禁。佢
哋或者就係以『唔夠體面』嘅精神去
爭取香港民主、獨立、自主、自
決」，又稱社會「漠視佢哋為改變社
會所作出嘅努力」云云。
近日反對派吹噓多名因暴力衝擊而被
判監者為「政治犯」，當中已入獄的包
括因衝擊公民廣場而判囚的黃之鋒、羅
冠聰和周永康，以及反東北衝擊案與旺
角暴亂等共24名罪犯，與湯致辭內容的
人數吻合。

張民炳批扭曲價值觀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指，參與旺角暴亂及衝擊公
民廣場等人所作的明顯是違法行為，法庭
亦已作出明確判決，卻被湯扭曲為「唔夠
體面」，令人摸不着頭腦，「違法就是違
法，是非黑白必須要先搞清楚」。他批
評，反對派經常使用暴力，令部分年輕人
「有樣學樣」，將暴力衝擊行為合理化，
嚴重扭曲了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張民炳認為教育局及學校應加強品德

及基本法教育，讓學生明辨是非，「起
碼要讓他們知道何謂犯法，而不是將錯
的事情美化，動輒高舉什麼自決、民
主，就以為所作之事就等於無錯」。

何漢權：反對派煽暴 學生受害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亦批評，近年反對
派不斷煽動及渲染暴力行為，年輕人的
違法衝擊行動亦愈來愈過分，「其實最
後只會令學生受害」，湯錦婷的相關言
論便是一例，完全罔顧事實，未有認清
旺角暴亂及衝擊公民廣場等都是違法的
事實。他強調學界應對歪理說不，向學
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該校教師亦應糾
正湯同學的謬論。

在去年
3 月中，
前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到天水圍伊利沙伯
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出席校
慶活動，在離場時，其座駕遭
逾百名示威者包圍，包括穿上
印有「熱血公民」（熱狗）黑
衣的青年，需要警員到場維持
秩序。有份「發起」示威的便
是當時在該校就讀中四的湯錦
婷。
湯錦婷聲稱，他們本打算向

吳克儉遞交490名學生聯署的
請願信，要求局長取消 TSA、

普教中，制訂措施減輕學生壓
力等，又稱對局長「不理會學
生」感到憤怒。
局長新聞秘書其後回應指，

吳克儉到場旨在為師生打氣，
但遭小部分人在會場外阻撓，
令原本值得慶祝的校慶蒙上陰
影，吳克儉對此感遺憾。
湯錦婷翌日更在報章撰文

「追擊」批鬥吳克儉，伊利
沙伯中學舊生會教育推廣機
構主席湯修齊及後則發文逐
點反駁湯的謬論，批評她不
負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劣行有前科 曾「圍堵」局長
00
0
�"

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的姪女、當地人
權分子Kerry Kennedy日前寫信給「雙
學三丑」之一、已被關進壁屋懲教所嘅

黃之鋒，聲稱佢雖然坐緊監，但同坐過監、美國1960年代民
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不相伯仲」喎。有網民質疑，坐過監
就係相等，咁葉繼歡等重犯咪都同馬丁路德金一樣？
一講到馬丁路德金，成班反對派「黃絲」當然立即自我感

覺良好，又將黃之鋒吹捧到上天。不過，心水清嘅網民對於
咁樣類比，當然就不能苟同啦！
「Patrick Wu」昨日在網上發帖引述佢哋「有奶便是娘」

嘅邏輯，話如果馬丁路德金坐過監，黃之鋒又坐過監，所以
馬丁路德金便等於黃之鋒嘅話：「馬丁路德金坐過監，林過
雲又坐過監，葉繼歡又坐過監，黃之鋒又坐過監，呢班人全
部都應該頒個獎畀佢。唔知浩南哥坐過未……」
「Ching Ho Lo」亦表示：「唔好講笑，賊都坐過監，唔
通係好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坐過監應得獎？
網民：葉繼歡攞先

何君堯早前去信香港大學，要求辭退
戴妖，批評他的行為和言論與教育

背道而馳，嚴重影響社會風氣。他並於
本周二發動「促港大辭退『歪論邪說』

的戴耀廷」的網上聯署，直至昨晚11時
30分，已收到超過59,653萬個簽名，包
括2,312名法律界人士及5,880名教育界
人士。

戴教違法誤導青年
何君堯昨日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專

訪時表示，由2013年違法「佔領」行
動開始，戴耀廷表面教法律，實際上
教人違法，不斷誤導青年，是罪魁禍
首。
近期戴耀廷更是妄言上訴庭判決是

「威權統治」，何君堯表示，這完全
違背戴應傳授的正確思想。
他又指，戴耀廷自身因煽動違法

「佔領」行動，已被控公眾妨擾等罪
行，他認為，戴耀廷有官司在身，應
該避嫌，停止工作。
何君堯又指，曾希望聯署人數可超過

4萬，沒料到3天內人數已超過5萬，反
映社會有很多共鳴。
他希望港大校委會能盡快正面向公

眾交代。若校方仍逃避或置之不理，
何君堯表示會研究下一階段行動，絕
不允許有人繼續荼毒學生。

《經濟通》民調：79%撐炒戴
另外，《經濟通》與《晴報》亦

聯合舉辦題為「有議員去信港大及發
起網上聯署，要求港大解僱戴耀廷，
你點睇？」的網上民調，在短短兩日
期間，已有逾 3,000 人參與，當中支
持解僱戴妖的高達 79%；反對的僅
有 20%，結果足以證明戴妖不得民
心。
在投票的同時，不少網民均有留言

狠批戴妖，一洩心中怒氣。「deathless-
law」表示：「……導師學者已（以）
洗腦方式，利用自己的社會身份地
位，作出針對自己個人不喜歡的事
物，這是『盜用』社會給與（予）的
信任……為了私心私利，保自己地位
及影響力，破滅（壞）大眾市民的保
護網，其心可誅。」
「LC」則批評道：「這些不知所

謂的教授，仲話教法律，早應該炒，
無 謂 誤 人 子 弟 ， 影 衰 港 大 。 」
「dingji」說：「為人師表，應該已
（以）身作則－走出黎（嚟）認罪
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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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中學生開學禮撐違法挨批

■《經濟通》與
《晴報》的民調
顯示，高達79%
市民支持解僱戴
妖。 網上圖片

■白韞六為
廉署會議致
開幕辭。
廉署供圖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學生湯錦婷昨以「學習做一個不
夠體面的人」為題代表學生致辭，公然贊同違法暴力行為，並不點
名吹捧「雙學三丑」，學界批評價值觀扭曲。 fb截圖

■湯錦婷的致辭稿上載至其學生會內閣的facebook
專頁。 fb截圖

■陳恒鑌 資料圖片 ■鄭泳舜 資料圖片 ■邵家輝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