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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標語 激怒全城
教大民主牆現「恭喜」蔡若蓮喪子字句 特首強烈譴責

各界譴責
民建聯：

極度憤怒並嚴厲斥責涉事者的卑劣行
為，涉事者的冷血言論是踐踏為人的道
德底線，嚴重傷害離世死者及其家人，
泯絕人性。今次事件發生在教育大學令
人遺憾也感悲涼，我們要求涉事者立即
道歉，教育大學必須嚴肅調查事件，對
涉事者作嚴厲處分，以還離世死者及其
家屬的尊嚴，維護教育大學的聲譽，平
息公眾的憤怒。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教大教出這樣泯滅人性的準教師，香

港的教育被反對派荼毒到如斯不堪！同
學們如不想被毒害，只能自救，務去反
對派！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對事件極度憤慨及無比心痛。社會上

某些人以語言暴力在不幸的人身上極盡
挖苦，反映這些人霸道、涼薄，更令人
痛心的是這些行為竟在教育大學發生，
實在令人痛心，香港人特別是家長和老
師都應反思教育工作出現什麼毛病。

教聯會：
本會對此等惡意冒犯的行為，予以強

烈譴責。此舉無疑對離世者及其家人極
不尊重，毫無同理心。
作為準教師，一言一行對下一代的影

響甚為深遠，有關人士的行為，顯然有
違師德，不適合為人師表，亦有違社會
對大學生的期望。本會促請教大立即跟
進徹查事件，並採取處分，以正視聽！

香港校董學會：
標語泯滅人性，似此將不同政見爭拗

用諸倫常慘劇，實為人性之最大罪惡與
危機。除嚴厲予以譴責外，更請各方面
嚴肅反思，勿任令人性繼續崩壞，社會
沉淪！

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
出現惡毒冒犯已逝者及在世家屬的卑

鄙標語，既傷害了蔡副局長及其家人，
更衝擊社會道德及人性的底線，予以最
嚴厲的譴責。
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表達自己

「一時之快」，既不符合人倫道德及作
為知識分子的身份，亦非師長、家長多
年來栽培的期望。要求教育局、教資
會、教大校長嚴格按照相關法規，即時
開除肇事者或/及取消其教師註冊。整飭
害群之馬，教大提倡的五項核心價值
「專業、創新、道德責任、社會關懷、
全球觸覺」方得始終。

學者協會理事會：
對有關冷血涼薄、幸災樂禍、極具侮

辱性的標語及言論感到非常難過、痛心
及憤慨；作為大學教育工作者，我們對
於個別人士缺乏人性及基本倫理道德的
行為表示遺憾及強烈譴責敦促有關方面
認真徹查，嚴肅處理此事件。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對教大民主牆貼上「恭喜」等涼薄字

句，本會予以強烈譴責。不論任何階層
及政治立場人士，均應以同理心及惻隱
心看待他人，這是人性的本質，嚴肅請
各界尊重逝者及其家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
容永祺：

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在他人傷口撒鹽、
用涼薄的說話奚落別人，是非常冷血的
行為，在香港社會發生這樣的事可說是非
常恐怖。作出這種行為者沒有擁有教席的
資格，除非他們能深切覺悟，否則只會荼
毒下一代。社會各界、有識之士也應齊聲
譴責，絕不能姑息縱容此等歪風，讓年輕
人重建尊重、包容的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教育局副
局長蔡若蓮兒子日前墮樓身亡，有人在教
育大學的民主牆張貼「恭喜」字句，不少
反對派中人更不斷發表冷血言論。防止自
殺中心總監葉兆輝昨日坦言，他不相信有
人可以在這情況下講出這些說話，做法令
人鄙視，並呼籲大眾基於同理心，支持及
諒解自殺者的家屬。

籲支持諒解家屬
葉兆輝昨日出席一個發佈會時被問到教育

大學民主牆，及網上有人就蔡若蓮喪子作出
惡意言論一事時一度哽咽，坦言不相信有人
可以在這情況下講出這些說話，更不明白為
何有人能在別人傷口中灑鹽，就算多不喜歡
蔡若蓮，言論都不應該超過基本底線。「你

試吓易地而處，
你會點樣諗？」
他續說，自殺

者家屬事後經歷
一段困難時間，
可能會過分自
責，以為是因為
自己工作太忙無
法陪伴家人，呼
籲大眾基於同理心，支持及諒解自殺者家
屬，若然仍有人作出這種無理行為，只會令
人鄙視。
葉兆輝直言，網絡是一口「雙刃劍」，人

們可以在網上發表文章，宣揚正面信息。有
人在網上散播刻薄言論，是不負責任的行
為，他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他人。

葉兆輝：冷血言論令人鄙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愛兒
離世，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家庭遭
逢巨變，有冷血之徒竟然落井下石，
在教院貼出侮辱蔡的標語，在家屬傷
口灑鹽，令社會各界震怒。來自多個
團體逾百名代表及巿民，昨日分批到
教大示威，強烈譴責張貼泯滅良知言
論的滋事者，有人手持「侮辱蔡若蓮
禽獸都不如」的標語，並嚴正要求

校方徹查事件，若證實涉事者是「教
大人」，應將之逐出校園。

張學明：教界聲譽不容破壞
「新界各界大聯盟」近50名代表

及巿民昨日到教大請願，強烈譴責冷
血的貼文者。「新界各界大聯盟」執
行主席張學明促請校方要徹查事件，
不應縱容敗類破壞教育界的聲譽，同
時要求校方檢討現行民主牆的管理制
度，防止被人濫用。
代表教育界的新界校長會會長朱

景玄表示，對事件感到憤怒，認為
有關行為如屬教大學生所為，校方
應作嚴厲處分和輔導，並要向公眾
交代。

「保港運動」：涉事者踢出校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一行逾

40名成員昨日亦到教大宣示不滿，各
人手持「侮辱蔡若蓮 禽獸都不如」
等橫額，並高呼「支持蔡若蓮 嚴懲
涉事者」、「促請張校長 踢敗類出
校」等口號。
「保港運動」主席傅振中強烈譴責

侮辱蔡若蓮的涉事者卑鄙歹毒，並表
示身為父母，一定不會把子女交在喪
心病狂的人手上接受教育，故此若張
貼者為教大學生或教職員，校方一定
要將之踢出校，不可留他們在教育界
遺害莘莘學子。
教大副校長（行政）黃敏兒代表校

方接過上述兩批團體的請願信。
另一民間團體「教大事件關注組」

由一班市民自發組成。他們約20人昨
日來到教大民主牆前示威，其間拉起
橫額「拒絕蒙羞唯有知恥」，部分成
員則手持「港恥牆」、「冷血言論
香港蒙羞」、「無恥之至 人神共
憤」、「事事政治化，香港在沉淪」
等標語表達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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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長子

前日墮樓身亡，但主力培育教師的教育大學，其民主牆卻出

現「恭喜」蔡喪子的涼薄標語。特首林鄭月娥昨日發表聲

明，表示對此極度遺憾，並予以強烈譴責。就本港院校出現

這種不尊重他人感受、有違道德的冷血言論，令社會震驚和

悲憤，她前晚已親自聯絡教大校長張仁良，表達對事件極度

關注。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對出現有關標語感到痛心，由於

巿民對教師的要求比常人更高，若讓說出這種惡言的人成為

教師，他感到擔心。 （尚有相關新聞刊A4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根茂）教
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近年經常被反對
派針對，今次痛失長子，有激進者
更卑鄙地張貼「恭喜」字句，欲再
次打擊蔡若蓮，事件令人心痛。有
教育界人士認為，此次行為是反對
蔡若蓮出任副局長的延續性攻擊，
反對派視蔡若蓮的「原罪」與她推
動國民教育有關。有教育界人士則
認為社會現時太政治化，巿民應實
事求是地觀察她是否能為香港社會
作出貢獻，而不是盲目因其背景而
加以針對。

對蔡出任副局長延續攻擊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年
輕人經常提住「民主、自由」，但
不應因個人的政治取向與自己不同
就恣意攻擊，而這次蔡若蓮之所以
成為滋事者的攻擊對象，相信是反
對蔡出任副局長的延續性攻擊，與

蔡若蓮曾為教聯會核心成員及支持
推行國民教育有關。
他強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
取向，「巿民應該要看她的本職工
作是不是做得好，而不是因為一個
人的背景就極力反對、攻擊。」

若學生所為須考慮除學籍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無法猜測

涉事者此次行為的原因，但他希望
希望校方嚴正追查事件，若為教大
學生所為，「絕對要考慮開除學
籍。」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

則表示，蔡若蓮早前被委任為教育
局副局長時，社會出現很多聲音，
有的人主觀地認定蔡若蓮被委任是
要她執行「特別任務」。她慨嘆社
會的氣氛太政治化並不健康，大眾
倒不如看看蔡若蓮的真實表現，往
後再作出評價。現在對方才上任一
個多月，妄下判斷對她很不公平。

蔡若蓮推「國教」
成反對派眼中釘

香港的大學學生會民主牆近日
成為一小撮滋事學生煽動

「港獨」的「園地」，在校方掃除
民主牆「港獨」標語後，他們又重
施故伎。在前日蔡若蓮喪子消息傳
開後，有人竟在教大的民主牆貼上
「恭喜蔡匪若蓮之子魂歸西天」的
標語，與學生會張貼的「港獨」標
語並列。

林鄭：濫用言論自由須糾正
事件令社會譁然。社會各界紛紛
譴責，多個團體昨日亦到教大示
威，民建聯則發起網上聯署行動
（見另稿）。教大校長張仁良昨日
主動會見記者，表明會調查事件。
林鄭月娥昨日發表聲明指，她驚
悉前日在教大校園內，有人在民主
牆上張貼標語，針對剛經歷喪子傷
痛的教育局副局長，內容極之涼薄
和侮辱，她感到極度遺憾，並予以
強烈譴責。「對在香港的大專院校
出現這種完全不尊重他人感受、有
違道德的冷血言論，社會整體都表
示震驚和悲憤。我昨晚已親自聯絡
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表達我
對事件的極度關注。」
她強調，言論自由並非完全沒有
限制，而大學內的學術自由和院校

自主，也非鼓吹歪論的藉口，有關
言論已超越社會的底線，大眾對此
定有公論，並期望校方盡快採取適
當行動處理，而社會各界人士亦應
合力糾正這種濫用言論自由的行
為，讓香港能維持一個公民社會的
核心價值，「讓我們共同捍衛社會
應有的道德標準。」

楊潤雄：對教師有更高要求
楊潤雄昨日出席「敬師日慶典暨

表揚狀頒發典禮」後回應事件時坦
言，自己對此感到非常痛心。無論貼
文者是否大學生，此舉都代表了他們
不尊重其他人，應予以譴責，若貼文
者是學生，究竟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他相信教大有既定的機制處理。
他強調，社會對教師的要求比常
人更加高，因為他們影響下一代、
教育孩子，若由說出冷血言論的人
當教師，他感到擔心。
就教大學生會昨日聲稱若當局或

校方對張貼冷血標語者採取行動是
製造「白色恐怖」，甚至是「剝
削」、藉機收窄「言論自由」，楊
潤雄指教大現時採取一些適當的行
動去處理件事，不會涉及所謂「白
色恐怖」，因為「整個社會都會關
注事件的發展，亦會看得到」。

■葉兆輝 香港文匯報
記者岑志剛 攝

■林鄭月娥昨日強烈譴責教大「冷血標語」
超越社會底線。

■楊潤雄昨日
表示，若張貼
「冷血標語」
者成為教師，
實 在 令 人 擔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新界各界大聯盟新界各界大聯盟」」代表及巿民昨日到教代表及巿民昨日到教
大請願大請願，，強烈譴責張貼冷血標語的敗類強烈譴責張貼冷血標語的敗類，，要要
求校方檢討民主牆管理制度求校方檢討民主牆管理制度，，防止濫用防止濫用。。

■ 民 間 團 體
「保衛香港運
動」昨日到教
大示威，促請
校方嚴懲冷血
標語涉事者。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教大事件關
注組」昨日在
教大民主牆前
抗議，表達對
冷血標語的憤
怒。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