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鄭治祖）教育大學出現奚
落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之
痛標語，引發教育界以及整體
社會表達強烈不滿和嚴厲譴
責。日前強調要「追究到底」
的教大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昨
出席電台節目時回應外界要求
處分的聯署時卻稱「政治歸政
治、教育歸教育」，又指「為
咗我哋年輕一代，唔好搞咁嘅
嘢」。有份聯署的教育界及團
體強調，有關行為缺德涼薄，
社會極為關心未來教師水平，
需要發聲反對，批評馬時亨並
非針對他個人，而是他的言論
反映他不了解各界聯署的目
的，質疑「點解我哋要求追究
就係搞政治？」
馬時亨昨指，現時社會分

化，部分人將事件政治化，被
問到有立法會議員在網上發起
聯署要求教大徹查事件，他回
應稱：「哎呀，唔好搞啦！」
他又謂自己已向某議員反映：
「真係求求你哋為咗我哋個社

會，為咗我哋年輕一代，唔好
搞咁嘅嘢！」並多次呼籲社會
應「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
治」，又呼籲團體亦不要進教
大抗議，「因同事好辛苦。」
他又指，現時校方仍調查事

件，即使發現是教大生所為，
僅為個別事件，希望社會不要
殃及其他學生。

黃錦良：馬不清楚聯署目的
有份參加學界聯署的教聯會

主席黃錦良強調，教大是香港
教師搖籃，對下一代影響深
遠，學界聯署強烈譴責事件，
要求大學查明真相，若發現是
教大生所為，校方必須處分。
他批評馬時亨的言論反映馬不
清楚聯署的目的，「點解我哋
要求追究就係搞政治？追究事
件根本係教大嘅責任，事件已
嚴重影響大學聲譽，處分都係
教育嘅方式，難道要我哋隻眼
開隻眼閉？」
在教育界任職逾10年的陳小
姐上周四以個人名義發起有逾

萬人響應的各界聯署，她指，
聯署及到大學抗議僅為表達訴
求，「我哋關心未來教師水
平，始終事件發生在教大係好
嚴重嘅事」，期望大學嚴正徹
查事件，涉事者亦應道歉及承
擔責任。

陳恒鑌：關注未來教師道德
發起網上聯署促請教大開除

涉事學生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回應指，聯署為關注未
來教師的道德水平，無意干涉
校政，希望馬作為大學領導
層，應聆聽相關民意。
他強調，奚落別人喪親是缺

德行為，社會需要發聲，「我
們出聲不是搞審判！如果看見
不對的事也不出聲，久而久之
就會溫水煮蛙，再過分的行為
也不會有人去指正。」
早前到教大請願的「新界各

界大聯盟」，其執行副主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則指，
理解馬時亨不想事情變得複
雜，「但問題是別人先在校內
搞得複雜，香港任何地方都要
守法，是否違法者可以躲進學
校不用負責？」
有份到教大請願的工聯會

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
指，同意馬時亨所說的「教
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但我們看到的是，一部分
未來教師會將極端政治思想
帶入學校教導學生，為何我們
不可表達憂慮？校董會主席怎
樣去防止這些事？有什麼方法
真正做到『教育歸教育、政治
歸政治』？我真想反問馬主
席。」他認為，雖然馬時亨
語帶「懇求」請外界別管校
園事，但事件正踐踏文明底
線，涉事者隨時會是教導小
朋友的未來教師，他們不能
坐視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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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時亨（左）和張仁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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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促教局助院校平亂局
39議員聯署致函 要求校方遏「獨」讓校園回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大學校園內出現播「獨」和「恭

喜」高官喪子的涼薄言論，引起全城憤怒。39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昨日亦為市民發聲，聯署去信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對有關情況表示

關注，批評有人假借「言論自由」之名，散播違法訊息，他們的行

為是根本破壞了言論自由的基礎。建制議員期望各院校有所擔當，

跟進處理有關問題，並要求教育局密切與各院校溝通，跟進校方處

理的情況，盡快向社會交代，防止大學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宣傳

「港獨」，令大學校園回復健康的學習環境及追求知識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大學校園接
連出現極端主張和涼薄言論，可見「港獨」
思想害人不淺。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
昨日聯同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3區的市
民及議員，一行約10人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
及報案，要求警方嚴正執法，盡快遏止「港
獨」思潮再在社會散播。
鄭泳舜表示，開學後在大學校園出現「港

獨」標語是具煽動性及挑戰國家主權，嚴重
違反基本法中「一國」的概念。他續稱，若
有關不當的信息再蔓延下去，便會破壞社會
安寧，亦會造成香港市民對立及矛盾，長遠
來說更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故到場請願
及報案，期望警方嚴正執法。

商人：不要搞亂香港
從商40年的榮哥表示，支持「港獨」的人

是想香港亂、想香港死，「每一個地方搞獨
立及分裂就會亂，一亂旅客就不會來香港，
旅客為了人身安全便會去別處」，批評「港
獨」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他認為，大家都
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苦口婆心

地說︰「不要搞衰及搞亂香港。」
他們一行人高呼「『港獨』沒前景，香港
要穩定」、「反對『港獨』，守護香港」等
口號後，便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及報案。
過程在網上直播，吸引不少港人在網上觀看
及留言支持，網民「Agnes Ng」表示支持，
認為大家也是希望香港好。「Moss Kwok 」
亦說支持民建聯，更說「唔好俾（畀）『港
獨』政棍、小嘍囉禍港，害我哋下一代
人。」

民建聯區議員促警遏「獨品」

教大民主牆事件至今仍未
緝「兇」，在有關閉路電視

片段的翻拍照流出，顯示兩名「疑兇」容貌
後，事態仍未有進展。教大校長張仁良昨表
明不會公佈「兇徒」身份，但有傳媒認為應
顧及社會知情權，宣佈懸賞3萬元呼籲大眾提
供兩人資料，尋找事件真相。

網媒「HKG報」昨日在其網站公佈懸賞詳
情，並強調明白及接受教大的立場，但認為
亦應顧及社會知情權，遂決定懸賞3萬元，找
出閉路電視翻拍照上兩名男子的正確身份，
協助社會找出真相。「HKG報」指，報料者
可保密自己身份，但必須附上聯絡方法予查
詢之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HKG報懸賞3萬「緝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主力培育
教師的教育大學，近日民主牆被貼上「恭
喜」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刻薄標語，
之後又出現疑是嫁禍內地生、惡搞劉曉波夫
婦的紙條，卑鄙行徑全城鬧爆。該校校長張
仁良昨表示，校方仍在核實張貼者身份，若
涉及教大學生，會交由紀律委員會調查，按
既定程序處理，但不會公開涉事學生的身
份。他坦言，事件已破壞教大的聲譽，估計
會影響大學籌款，但寄語教大人要同心面對
這艱難時刻。
張仁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出，理解民
主牆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不少團體已向
他表達要求學校嚴正處理的意見。他指校方
翻看閉路電視後，發現張貼有關劉曉波和劉
霞字句的人，在凌晨行事，當時穿戴冷帽、
冷衫，估計涉事人熟悉閉路電視位置，校方
剛開展調查工作，目前未能確定他們的身
份。校方發現紙條時已即時聯絡學生會，但
等候半小時，仍沒有收到回覆，為大學聲譽
着想故決定先撕走字句。他批評有關字句具
攻擊性、煽動性及幸災樂禍，認為校方處理

兩次事件立場一致，重申教大絕不接受任何
攻擊性言論。

承認事件影響籌款
被問到是否已有機構表明不錄用教大生及

取消學生的實習，張仁良未有正面回應，但
坦言理解社會對事件感到憤怒，相信事件將
會影響大學的籌款，「未來我會與教育界加
強溝通，希望他們可以明白事件，不要『一
竹篙打沉一船人』」。他指大學是教與學的
場所，希望外界不要「未審先判」，大學會
公平公正地按既定程序處理，調查委員會已
包括學生代表，期望可給予空間和自由度讓
學校處理事件。
他強調，如確認是教大生所為，不會公開

涉事者的身份，並重申校方無故意將閉路電
視的影像外洩，得知事件已即時發聲明，並
要求私隱專員公署調查事件。
張仁良昨日再向全校師生及校友發電郵重

申校方立場，指校園標語展示一向有既定的
清晰指引，期望師生能恪守互相尊重、理性
及持平的原則表達意見，而民主牆會繼續由
學生會管理。
雖然教大已多次表明校方無將閉路電視影

像外洩，但該校學生會會長黎曉晴仍然罔顧
事實，連日來多番指控大學未有就閉路電視
片段外洩一事道歉，聲言感「失望和不
滿」。被問及會否認為標語冷血和涼薄時，
她迴避稱「自己不會評論」，又聲言「明白
道德上有爭議，但誰人做道德判官？誰人決
定界線？」，繼續其一貫是非不分的作風。

張仁良：若涉教大生 按既定程序處理

■■教大學生教大學生
會會長黎曉會會長黎曉
晴連日來多晴連日來多
番指控大學番指控大學
未有就閉路未有就閉路
電視片段外電視片段外
洩 一 事 道洩 一 事 道
歉歉。。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
與多名建制派議員見傳媒，表示對

近日中文大學與其他大學出現「港獨」
海報，以及大學校園的民主牆上出現惡
意侮辱不幸離世者及其家人的字句，感
到非常憤怒和痛心，故39名建制派議員
決定聯署要求楊潤雄嚴肅處理有關問
題。

違法訊息破壞言論自由基礎
她其後讀出聲明內容，指出播「獨」
宣傳品與涼薄言論，「對院校及學生帶
來嚴重的衝擊，令人痛心，我們對現時
多間院校出現宣揚『港獨』事件及其發
展和影響，表示深切的關注。」
建制派議員認為，言論自由必須合法
和合乎道德標準，「否則自由一旦被濫
用，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大的矛盾和紛
爭。而『港獨』宣傳品的出現，正是有
人假借言論自由之名，散播違法訊息，
他們的行為是根本破壞了言論自由的基
礎。」
議員續指，「港獨」毋庸置疑違反基
本法，反「港獨」是廣大市民的意願，
香港社會憂慮事件持續下去，將對各所
大學以至整體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他
們期望各院校有所擔當，果斷地取締所
有違法「港獨」宣傳品；制訂清晰措
施，防止同類事件發生，並跟進所有違
反規定行為的責任。
他們亦要求教育局密切與各院校溝
通，跟進校方處理的情況，盡快向社會
交代，以防止大學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
宣傳「港獨」，令大學校園回復健康的
學習環境及追求知識的地方。

民意代表有責任反映民怒
對於有人認為事件應交校方處理、外

界不應多言，李慧琼指出，上述事件令
很多市民非常憤怒，他們也不斷收到很
多市民向他們反映自己的擔憂，要求他
們代為發聲，而他們作為民意代表，亦
有責任向院校表達，要求院校和教育局
去處理事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亦表示，
「港獨」在香港社會本來已窮途末路，
但現時又再借大學生去滋長，社會須有
所警惕，「校園內發生這些違法主張，
全港市民都有責任要去撥亂反正，不存
在我們干預學術自由或院校運作，因為
大家都很清晰，這些學生不是在作學術
討論，而是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惡意宣
揚『港獨』。」
至於反對派在有關議題上不是「潛

水」就是發表偏頗言論，郭偉強亦指
出，反對派在回應時大多偏幫學生，無
視「港獨」違法的重點，傾向要「有言
論空間」等，「我們必須強調，在法治
社會下，校園不會有特權，學生也不會
有特權，也希望學校會嚴肅處理，對公
眾對社會有嚴謹的交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指出，是
次問題不是院校自主或言論自由，而是
關於香港未來、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
現在有人利用校園播「獨」、破壞「一
國兩制」，對年輕人有很大影響，甚至
扭曲年輕人的價值觀，令他們欠缺同理
心，甚至覺得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故
不能再讓同類事件在校園發生。
她認為，校方應跟進有關問題，如何
處理交由校方決定，但不能縱容學生以
「言論自由」或民主去做藉口，讓他們
在校園推動「港獨」，「這是我們社會
重大的問題，希望大家不要再沉默，要
認真面對『港獨』在校內蔓延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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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沒參與聯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與多名建制派議員見傳媒。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請願者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及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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