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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蔓延 冒犯標語現城大
身穿
「港獨」
T 恤青年於民主牆張貼 校方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根茂）冷血標語蔓延。繼教育大學有人於

民主牆張貼惡毒標語，冒犯歷喪子之痛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後，前晚深夜
在城市大學民主牆，又有一名身穿印有「香港獨立」字眼黑 T 恤的青年，被
發現張貼類似標語及被拍下過程，張貼後更聲言要慶祝，城大保安一度報警
■ 524 校長
逾千教師聯
署譴責教大
民主牆張貼
的冷血言
論。
網上圖片

處理。有關標語在短時間內已遭移除。城大對有關行為予以最強烈譴責，批
評有關人等完全無視對他人及生命的尊重，又指如有需要，校方會配合警方
調查。
須遵守民主牆使用規則如禁止粗言穢語和人身
攻擊等，請同學注意並自重。
教育界對事件深表擔憂。教聯會主席黃錦
良指，繼教大之後又到城大，冷血言論影響一
批批大專學生，不希望事件讓社會進一步撕
裂，並認為學界亦應反思，如何推動學生及準
教師品德的學習。

校方撕去標語報警處理

教育界：
「毒瘤」失控擴散

據了解，城大保安員發現有關人等後一度阻
止，並於事後報警。警員昨凌晨時分在附近搜
查，沒有發現涉事男女，案件列糾紛處理。標
語則於短時間內被撕去。
城大發言人昨日回應時確認，事發於 9 月 8
日深夜 11 時 15 分在校園內，涉及 3 名「來歷
不明」者深夜「擅闖」校園，在民主牆上張貼
標語。城大保安當時曾介入查問 3 人身份，對
方均未能及拒絕出示證件，並逃離現場，而有
關標語亦沒有填寫學生姓名及編號。
城大批評，張貼有關冒犯性標語的行為完全
無視對他人及生命的尊重，對此予以最強烈譴
責。但該校稱，現階段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涉事
者與大學有任何關係，如有需要配合警方調
查。對於有「來歷不明」者於校園作出不當行
為，校方會適時檢討校園之保安及管理措施。
城大學生會則發表聲明，指有人於沒有學生
會幹事和保安巡查的深夜時分，張貼違反民主
牆使用守則的標語，該會已經立即移除，又稱
歡迎同學於民主牆自由表達意見，但同時亦必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也擔
心，有關冷血「毒瘤」正擴散整個教育體系，
「中小學大學教育好像完全失控的感覺，到底
現在大學生在搞什麼？」
她坦言，過去幾年，有些年輕學生自認為做
了追求理想的光明事，但過程中不擇手段，師
長卻未有妥善管教，讓他們從不覺自己行為有
錯，認為香港教育出了一定問題。
新界校長會主席余大偉指，教大事件已令教
育界非常不滿，認為再蔓延至其他大學問題很
嚴重，他指大學生已成年，應該要好好反省是
不是繼續要用如此不尊重別人破壞性的方式，
表達自己於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不滿。
他並強調，如果社會對現在大學生一些是非
不分丶肆意妄為的行徑不嚴肅處理，發展下去
歪風將會愈來愈烈，影響青少年成長。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這些學生
冷血失德事件影響到大學聲譽、學生前途，大
學不能再掉以輕心，不能只是移除大字報，令
證據喪失，而應盡早報警處理。

根

網民：反對派荼毒 港大學沉淪
Susan Wong ：相信浸大、科大、理大、樹
大、嶺大……陸續有來。大家拭目以待！
Josie Lau：如果教大是一時衝動，該死！那麼
城大是深思熟慮，更加該死！
Stella Li：近年各大院校學生任意妄為，爆發
各種不道德行為，原因是十多年來，政府對教
育撒手不管，大學管理層不敢管，別有用心者
卻用心管用心做，學生潛移默化的結果。
HK Youngs：政治、違法違紀或針對任何人
都不應在教大和其他大中小學出現。學生們好
好地讀書、學做正人君子、求知識和創造知識
吧。

Sharon Yu：完全係小學雞行為，唔怪得依（）
家d(啲)大學生俾人叫做大學雞啦！呢兩件垃圾真
差在未係（喺）鏡頭前舉V字手勢！佢地（哋）完全
係一副沾沾自喜，覺得好好玩咁，呢d(啲)垃圾
真係唔送去垃圾堆填區都唔得！
Cat Chung Si Wan ：無理仇中盲反，蔡若
蓮只是被任命副局長，她殺了你們全家？人家
喪子之痛，往人家傷口撒塩(鹽)咁冇人性。
Wong Kwai-wing：反對派勢力深入校園，
他們控制話語權，長期「播毒」，混淆黑白，
不僅影響年輕一代的心靈，更導致整個社會習
非成是。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前晚一名身穿印有
「港獨」字眼 T 恤的青年在城
大民主牆張貼冷血標語，校方迅即移除標語並報警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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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一直假「言論

會各界人士予以譴責，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竟稱這
是「以言入罪」，更稱政府高調譴責、批評「只
會予人偏袒權貴、干預院校內部事務之感」云
云。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批評，楊的說法等同在說「涼薄有因、惡毒有
理」，「為侮人者解脫之人，其實是在傷口上灑
鹽、也是一種侮辱、也同樣涼薄！」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也批評楊「顛倒是非黑白可以無底
線到咁」。

誣指政府偏袒權貴干預校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以及
教大校董會主席馬時亨等均批評在教大張貼冷血
標語者。楊岳橋在fb轉發了有關消息，並以「以
言入罪」為題，為兩名涉事者開脫，「無論你認
為『恭喜』等字眼是冷血涼薄還是『恰如其
分』，大學的民主牆素來都是學生們互相激辯之
地，有人貼上『恭喜』，不滿的人自然會在同一
面牆上反擊，毋需校方操心。」
他續稱，「若果校方真的要追究到底，勢必開
創大學以言入罪的先河，……逝者為高官子女，
政府如此高調譴責、批評，只會予人偏袒權貴、
干預院校內部事務之感。林太和楊局長，還是花
時間去想想為什麼大學裡會有這種聲音，再想想
解決的辦法吧！」

湯家驊斥楊言論「同樣涼薄」
湯家驊其後發帖指，「任何人侮辱正在痛失至
親的人也應受到最高譴責。這與誰受到傷害完全

無關、與政治鬥爭完全無關、更與言論自由完全
無關；胡適說得好：『包容是自由的基礎。』不
懂得包容、你不配有自由！」
他狠批楊岳橋：「這只是一個基本人格、倫常
道德問題；所以更不要跟我說：噢！你們要看看
為何年輕人這麼憤怒；是社會迫成他們這樣、是
高官迫成他們這樣、是北京政權迫成他們這樣；
又或如楊岳橋說：是學生『激辯』所致，不用認
真。意思是說涼薄有因、惡毒有理，傷人者才是
受害者、才是可憐、才需保護，其他人受傷害、
受侮辱，是活該，誰叫你身在政治敵營！」
湯家驊最後道：「實在聽得太多歪理了！為侮
人者解脫之人，其實是在傷口上灑鹽、也是一種
侮辱、也同樣涼薄！」

■
「珍惜群組」到警察總部請願，要求警方加強執
法，遏止
「港獨」
思潮在大學氾濫成災。

團體請願促教大嚴懲冷血之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教育局
副局長蔡若蓮喪子，教大民主牆竟貼
出「恭喜」蔡若蓮喪子的冒犯性言
論。「珍惜群組」一行十多人昨日再
到大埔教育大學集會，促請教大徹查
侮辱蔡若蓮事件，並嚴懲涉事者。
「珍惜群組」代表昨日拉起「教辱大
學 冷血無恥 枉為未來師表 香港恥
辱」的橫額，到達教大民主牆前。「珍
惜群組」發言人李璧而表示，教大是培
育任教社會未來主人翁的地方，不能接
受有未來教師作出令人齒冷的言論，希

望教大查清事件的來龍去脈，一旦涉事
者是校內人，必須嚴懲，否則會在教育
界遺害學子。

校園「港獨」氾濫 促請警方執法
針對香港多間大專院校近日湧現「港
獨」橫額及海報，「珍惜群組」同日到
警察總部外請願。他們拉起橫額及高叫
「港獨非常毒」等口號，批評「港獨」
氾濫荼毒未入世的莘莘學子，大學校長
縱容歪論氾濫，並無對有關學生記過、
記缺點或開除學籍，冀警方徹查，揪出

罪魁禍首，嚴懲「獨」犯。 警方其後派
員接收了請願信。
李璧而表示，香港的大學是資助學
府，受納稅人公帑及社會賢達捐獻維
持，有其社會責任。然而，不少大學的
學生會自把自為、目無法紀，屢屢宣揚
「港獨」，更以民主及自由作擋箭牌。
在面對學生會的胡作非為時，校方卻縱
容他們橫行霸道，繼續在校園鼓吹「港
獨」。她要求警方徹查，揪出罪魁禍
首，保護校園，捍衛香港未來棟樑，回
復法治社會。

網民鬧爆戇橋歪理
Edwin Beardult：幾時開始大學的民主牆
係用來恭喜人地（哋）死左（咗）個仔？我所
認識的民主點解同泛民所講的越來越遠……政
府當然係唔合格，但你班人亦都唔係 d（啲）
咩好人。
Matthew Ngan：恭喜你屋企死左（咗）
係邊個辯論課題？先唔講校方會點樣追究，對
貼呢份大字報既（嘅）人對錯你又敢唔敢去評
價對錯？

■楊岳橋發文稱，政府高官譴責冷血標語是「以言入罪」。

fb截圖

Tony Sun：你希望你的子女比（俾）呢種
連基本人性都冇的人教佢讀書嗎？
Vincent Ling：泛民沒出聲強烈譴責這些涼
薄行為，反而利用事情攻擊政府態度。很失
望。
Ho Ho：一個聲稱「案底令人生更精彩」之
人，難道你可以有什麼期望？

周浩鼎轟無底線「人格破產」
周浩鼎也在fb發帖，批評道：「公民黨楊岳橋
人格破產，他竟然開腔包庇那冷血無情『恭喜』
蔡若蓮家人去世的惡行。並呼籲大衆不要譴責，
甚至用言論自由為惡行做擋箭牌。我開始懷疑他
是否連基本惻隱之心也欠奉。」
帖文並標註了「顛倒是非黑白可以無底線到
咁」、「人格破產」 、「香港社會係咪要接受
呢 D（啲）道德淪亡歪理」、「唔想俾楊岳橋代
表您就要出聲」等。
不少網民都批評楊岳橋歪理連篇。「Kwanpik
Cheng」直言：「太多人為這些冷血涼薄者攪局
轉移視線和找藉口，這樣只會害了年輕一代。看
這位學生會會長（教大學生會會長黎曉晴）仍在
狡辯說歪理，想把事件與學生劃清界線，沒有嚴
詞譴責犯事者，更沒有為民主牆管理不善誠懇地
致歉。這樣的人有資格成為老師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聯署名單送交教大

聯署強調，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次事件與政
見無關，任何人遭逢此巨變亦一定感到痛心。而教
大作為香港教師的搖籃，為人師表者對香港下一代
影響深遠，但其民主牆卻張貼出冷血字句，反映作
出此言論者對民主毫不了解，玷污民主之名，更不
懂仁義為何物，不適合為人師表。
該聯署名單昨已送交教大校友事務處、學生事務
處及各負責人，並歡迎各學校校長直接去信教大有
關負責部門表達意見。
成員來自各所大專院校的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學協）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教大是培養未來教師
的搖籃，對校園出現如此偏激、冒犯性的言論作出
嚴厲譴責。該會作為大專學生青年團體，希望能與
大家共同守護大專學生應有的基本原則，以理性、
務實的態度關心和促進社會發展，明辨是非，培育
高尚品德。

■
「珍惜群組」在教大校園請願，敦促校方徹查侮
辱蔡若蓮事件。

楊岳橋竟稱譴責冷血是「以言入罪」
& 1 自由」之名肆意侮辱不
同意見者。教育大學及
&
城市大學近日接連出現冷血標語，特區政府及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社會對教師期望甚
殷，除在教學上專業持平外，也要求他們懂得尊重，
有較高道德水平，始能好好培育下一代。教育局副局
長蔡若蓮之子日前不幸身亡，而教育大學隨即出現
「恭喜」的冷血言論，一批學校校長及教師當晚即發
起聯署，至昨日已有 524 名校長及 1,195 名教師參與
作出強烈譴責，並要求校方盡速徹查及作出處分。

校長逾千教師譴責

據網絡流傳的片段可見，一名穿印有
「香港獨立」字眼黑 T 恤的青年，在城
大民主牆上貼上兩張各寫有「恭喜蔡若蓮××
之喜」、約 A4 大小的紙張，另一名少女則協
助遞上紙張，並有與畫外的一把男聲對話。過
程中，他們狀甚輕佻，一邊說笑一邊研究在民
主牆的不同位置張貼。

Elliot Tang：楊岳橋為了政治本錢，扭曲
道德倫理，切（砌）詞狡辯，本身人格也令人
齒冷！

■湯家驊批評楊岳橋袒護侮人者，暴露其與侮人者同樣涼薄。 fb截圖

■周浩鼎斥楊岳橋「人格破產」。

fb截圖

蘇冬波：查美國著名學府哈佛大學今年 6
月，……校方發現部分預定取錄新生，在社交
平台發表失當言論，決定撤消最少 10 人入學
資格。民主美國「以言入罪」。
Sunny Chan：咁我都恭喜某人早日喪妻無
仔生。按照楊岳橋先生既（嘅）理論，無論你
認為我係涼薄，咀（詛）咒定點，晤（唔）滿
意自然會有人留言反擊，管理員晤（唔）駛
（使）操心，否則……是實實在在打壓我既
（嘅）言論自由。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