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anky Wan：一睇就系（係）
港式中文語法，簡體字又錯漏百
出，白痴先甘（咁）做耶。

Jiale Chi：在大人眼中，此等
轉移視線的低下技（伎）倆完全
無所遁形。你地（哋）班人咁玩
法，只會令自己間大學聲譽越搞
越臭。不過我知道，你地（哋）
一點也不在乎！

Yanqiong Fu： 這 麼 白 癡
（痴）的行為除了弱智的「港
獨」還有誰做的（得）出？

Tsz Kin Lam：自己劇情自己
編。

Dennis Mou：翻查閉路電視
喇，一定要追究到底，千祈唔好
俾人揸（渣）走甩！ 九成機會
係小動作插贓嫁禍！

Ho Wong：自己貼上去賊贓嫁
禍好交人出來啦！咁低能都諗
到，交cctv出來，夠膽兩單野
（嘢）睇吓係（係）吾（唔）係
同一班人做喇！

Keith Law：明顯唔似係國內
（內地）人，只希望有CCTV影
到事實，讓真理彰顯，任何人做
嘅都一視同仁對待。

Sam Law：學生會管理民主牆
不善亦應立即道歉+譴責！不應
寬己嚴人！

Sam Tam：涉及重大公眾利
益，香港警察應介入嚴肅調查至
水落石出，以免有人有機可乘。

Lee Man Lai：恭喜你地（哋）
呀！呢件事睇得出教院大學生質
素原來係咁好！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港式中文
呃唔到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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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鄭治
祖）教大民主牆的涼薄大字報，引起社會
各界及校方強烈譴責。據了解，教大高層
周五下午召開過百師生會議，並引述有學
校校長指，因是次事件將「永不錄用」教
大學生或近幾屆畢業生，10名學生更被取
消實習機會。教大方面未有正面回應相關
說法，但有校長指確有聽聞事件，又指雖
對「一竹篙打一船人」有保留，但這實際
反映了教育界對未來師資的憂慮，認為教
大應先嚴正處理事件，清楚給社會和教育
界一個交代。
教大學生會會長黎曉晴引述教大高層在周
五會上指，校方就民主牆事件接獲大量投
訴，包括有500名校長聯署譴責，更轉述有
校長表示「永不錄用」教大學生或近幾屆畢
業生等，又表示已有10名學生被取消實習
機會。她稱，有關做法對教大學生不公，又
稱倘事件屬實，校方應協助有關學生。

教大：明白社會關注
教大發言人未有正面回應有關講法，只

表示民主牆事件後，校方收到來自不同界
別，包括教育界的強烈反應及意見，部分
更透過聯署方式表達，並重申教師一言一
行均為學生榜樣，校方明白各界尤其是教
育界對未來教師行為操守的關注，會繼續
保持溝通，努力做好教師教育的工作。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出席一公活動

後表示，日前出席活動時確實有聽到有校
長擔心，倘將來有部分教大學生抱着涉事
者一樣的態度而成為教師，一定不會是稱
職的老師。但他未有聽聞校長表示對所有
教大學生「永不錄用」，亦沒有聽聞任何
機構取消教大學生實習機會的消息。
他相信校長是理性的，不會因為一小撮

人的冒犯態度而遷怒於所有教大學生，且
有經驗也有專業能力，會挑選合適的人成

為老師，並相信教大有既定的機制處理時
間及安撫學生。
本身是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

示，是次民主牆事件令許多教育界人士感
到痛心，他亦聽聞有學校取消教大學生的
實習機會，但他認為是次為個別人的問
題，相信絕大部分教大生都是好的，故對
有校長打算取消實習、「永不錄用」教大
學生有保留。
他認為，現階段教大應該首先迅速調查

處理事件，令涉事者浮出水面，如若為教
大生所為，一定要嚴肅處分，給社會和教
育界交代，相信屆時相關校長亦會三思後
行，令其他無辜學生免受影響。
身兼新界校長會主席的仁濟醫院第二中

學校長余大偉坦言，「永不錄用」教大生
並不代表全部校長的看法，他自己亦有學
生在教大就讀，對他們的思想行為很有信
心，一刀切的做法對其他教大生不公平，

希望相關校長深思熟慮。

反映教界憂師德淪喪
但他坦言，是次民主牆冷血言論事件，

的確令學界感憂慮，如若這樣的人進入教
師隊伍，將直接影響下一代。他又相信事
件將影響到未來教大生的面試，更多學校
會仔細檢視和討論，了解面試者想法會否
如事件中激進、不成熟，考慮其是否適合
做老師。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

表示，老師要有師德，如若涉事者為未來
老師，贊成不予錄用，但「一竹篙打一船
人」的做法未必合適。
另外，就一度有消息指稱有500名校長
聯署「永不錄用」教大學生，有關的聯署
平台昨日澄清實為誤傳，有關聯署內容只
為作出強烈譴責、要求盡速徹查及按教大
規章作出處分，並無表示「永不錄用」。

教大允徹查 必要時報警
教大民主牆再現

冒犯性且充滿謎團
的大字報，教大學

生會主席黎曉晴無視校方稱會「升
級」加強保安及可能報警的實際行
動，只質疑校方回應「情緒強度不
同」，沒有使用「唔係人」、「冇
人性」等字眼，聲稱校方「雙重標
準」云云。但事實上，其本人對兩
宗事件的態度亦完全不同，由首天
幫涉事者開脫指其因為「沒有渠道
表達情緒」，及反指社會「更應該
反思為何出現」，到昨日「對（標
語）言論不評論太多」，「標準」
落差亦甚大。
黎曉晴昨日下午特地舉行記者

會，稱校方對蔡若蓮和劉曉波兩宗
事件的「情緒強度」很不同，如前
者曾「唔係人、冇人性、好冷血、
好涼薄」等字眼，但後者並未用
到，質疑校方受兩者政治背景影
響，是「雙重標準」。不過，教大
校方在記者會開始前，已表明會有

實際「升級」行動，如加強保安，
又首次表明可能會報警，卻被她無
視。

兩事件相近 說法大不同
批評別人「雙重標準」者，可能

本身才是雙重標準的人。黎曉晴首
天回應蔡事件時，試圖為涉事者開
脫，宣稱是「沒有渠道表達情緒」
而有此行為，並企圖助涉事者將責
任推卸，更反指社會各界「更應該
反思為何出現（有關言論）」，包
庇意味甚濃。但她昨日對劉事件則
只輕輕說「對（標語）言論不評論
太多」，又轉移視線指「更關注校
方處理手法」。
就校方要檢視閉路電視徹查，黎

曉晴首天高呼擔心會釀成「白色恐
怖」，昨日則為程度弱得多的「不
同意追查」，又指如校方堅持，應
將兩事件涉事者採同一手法及標準
處理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教育大學民主牆日前貼出侮辱教
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標語，近
日又出現有關劉曉波的標語。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出席一活動前
表示，對所有侮辱不幸事件家屬的
言論都予以強烈譴責，又批評涉事
者的行為是「惡意歹毒且冷血」，
又重申言論自由不是沒有邊界。
楊潤雄強調，由於教師的角色會
影響下一代，因此社會對教師的要
求比常人更高，又強烈譴責涉事者
的行為「惡意歹毒且冷血」，「他
們將來若成為教師，令人擔心。」
被問到其他院校陸續出現侮辱蔡

若蓮的標語，特區政府有何措施跟
進事件，楊潤雄重申，特區政府的
立場是對於在教大民主牆出現的任
何侮辱字眼都是不恰當的，並予以
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教大再現標語 圖嫁禍內地生
簡體字「恭喜」劉曉波夫婦 破綻百出被譏「書釘健2.0」

■■網民網民「「一個專心研究學術的人一個專心研究學術的人」」懷疑是懷疑是「「港獨港獨」」分子冒充內地生冒犯劉曉波分子冒充內地生冒犯劉曉波
夫婦夫婦。。 「「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fbfb截圖截圖

■■有網民懷疑內地生被插贓嫁禍有網民懷疑內地生被插贓嫁禍。。
講事沙龍講事沙龍fbfb圖片圖片

■■任建峰亦看不過眼任建峰亦看不過眼，，在在fbfb發圖質疑發圖質疑。。
任建峰任建峰fbfb截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學
生會民主牆昨日凌晨再次出現惡意的
人身攻擊，教育大學深表痛心及難
過。教大聲明指，兩次言論均顯示張
貼的人缺乏同理心，已經越出人性道
德的底線，校方定必徹查。由於兩宗
事件性質相同，接連兩日發生，校方
決定合併兩宗事件調查。同時，教大
將加強保安及巡邏，更首次表明有需
要時會報警處理。
教大對於昨日民主牆的冒犯言論表

示極度遺憾，並予以強烈譴責，同時
按既有政策將相關物品移除，及翻看
閉路電視，徹查事件。由於接連發生
的兩宗事件性質相同，校方決定作合
併調查，有關工作按既定的程序進
行，現階段不宜妄下判斷。因應情
況，校方將加強保安及巡邏，有需要
會報警處理。
教大重申，作為一個有素質的公民

社會，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亦應
以和平、客觀的態度討論事情，互相
尊重，理性多元，而該校對民主牆不

同的冒犯性言論均表痛心與強烈譴責
並會徹查，有關做法獲得各界支持。

劉國勳：勿讓問題蔓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譴責出現

在校園的冒犯及侮辱言論，並認為校
方應翻查閉路電視，追查張貼有關言
論者，若肇事者是學生，則一視同仁
予以處分。他並認為各大院校亦應嚴
肅對待類似事件，不要再讓問題蔓
延，還校園清靜學習環境。

張民炳贊同兩案一起查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

教大校方應一視同仁徹查兩宗事件，
特別是不少人質疑，針對蔡若蓮的大
字報和針對劉曉波的大字報事件可能
有關聯。
目前，有關情況已蔓延至其他大

學，矛頭更大，如果能透過徹查了解
涉事情況，更有可能牽扯出後者的來
龍去脈，甚至發現背後可能涉及同一
批人。

有校長取消教大生實習「永不錄用」

學生會雙重標準庇黑手

��
�
��4BZ

��
�
&

楊
潤
雄
：
言
論
自
由
有
邊
界

■■昨日凌晨教大民主牆出現以簡體字列印冒犯劉曉波夫婦字句昨日凌晨教大民主牆出現以簡體字列印冒犯劉曉波夫婦字句，，但被指疑點重重但被指疑點重重。。
連登討論區圖片連登討論區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教育大學

民主牆出現卑鄙攻擊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喪子大字報的事件還未徹查清楚，昨日凌

晨，又出現有關劉曉波及其妻子的標語，

且用簡體字列印，「表面證據」似乎指向

校內內地生所為，企圖掀起兩地學生矛

盾。不過，大批網民從短短兩行字所呈現

的港人用字習慣、電腦系統字體、不同中

文地區字形等方面抽絲剝繭，揭示標語中

的重重疑點，懷疑涉事者是企圖插贓嫁禍

內地生。有網民認為，有關的標語是有人

「自編自導自演」的林子健事件翻版，更

揶揄是「書釘健2.0」。

涉事標語為簡體字的「恭喜劉匪曉波魂歸西天
祝賀劉霞永被我黨軟禁」，前句句式與冒犯蔡

若蓮喪子的標語相似，不少反對派中人將矛頭指向在
教大就讀的內地生。
不過，大批網民在抽絲剝繭後，發現重重疑點。

「講事沙龍」指出，「內地更沒有『劉匪曉波』」的
說法。網民「Melody Wang」亦表示「『劉匪』這樣
字眼內地人不會用，反倒是『港獨』分子常使用
『匪』這個字眼。」
「一個專心研究學術的人」就從內地與香港不同的
字形寫法上揭示端倪。他指，雖然看上去中文只有簡
體繁體之分，但實際上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寫法要求，
而有關劉曉波夫婦的大字報，「明顯字形是香港的寫
法，出自於繁體中文Windows，疑似為『港獨』故意
栽贓所做。」

專家踢爆繁體字轉簡體
他提到在該大字報20個字中，有5個字暴露寫法差

異，其中，「賀」字於香港字形中簡體字寫法「贝」
字佔比較內地字形大；「匪」字內地字形不是非字左
半邊的一剔和「丿」，而是橫和豎；「西」字中
「儿」有半部分帶弧度，而內地字形較直；「歸」字
內地字形左邊是「丨」不是「丶」；「禁」字的內地
字形下半部分的豎則為豎鈎。
「Melody Wang」則指出，宋體才是內地生所常
用，而有關劉曉波夫婦的大字報使用的柳宋和民主牆
上「港獨」使用的是一種字體。「楊剛」更做了實
驗，發現其電腦中所有宋體字都打不出標語中出現的
「歸」、「霞」、「禁」字形，惟在繁體字編碼的
Adobe明體中出現「匪」字形。
「講事沙龍」也懷疑，「這兩行字是用了簡繁合併

砌出來的，手法就應是先用繁體字打出來， 再用繁
轉簡程式轉換。」文中更指明，其中簡體的「霞」、
「歸」書寫並不準確。
「YW Fok」就指出：「他們用words轉簡體字，
由於他們不認識簡體，其實words的簡體字和中國的
簡體字係有唔同的，錯漏百出，笑死人……除非你用
簡體windows打字，才會出真正簡體字。」
「Royee Chan」點出：「其實尼（呢）D（啲）字
的字形係繁體電腦先有的新細明體，如果係大陸（內
地）學生用緊的簡體版電腦print出來的係宋體（即
民主牆上方的「誠信」「友善」幾個字的字形。）有
好大差別！」

假到反對派中人都唔信
不少網民都認為，事件疑似插贓嫁禍的企圖愈見清
晰，將之與早前自稱被擄走的林子健事件相提並論，
令網上留言出現大量有關「教大林子健」、「書釘健
2.0」的說法。就連反對派「法政匯思」前召集人任
建峰亦看不過眼，在其facebook發圖指，「『我党』
似是一些以為自己很了解內地人、但其實根本對內地
人一點都不了解的香港人會用的字眼」，並似有所參
透地表示，「我真心希望我是完全估錯、我亦寧願我
自己估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