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滿學生會包庇 教大師生站出來

兩講師「抽水」網民斥「非人也」
教大、城大民主
牆出現「恭喜」歹
毒標語，就算是目

不識丁者，都能明辨是非，予以譴責，
但偏偏兩名看似「飽讀詩書」的大學老
師，不但沒有挺身說句公道話，反而助
紂為虐，盲從附和冷血言論。
有網上討論區近日流傳所謂「若蓮喪

子」的「成語」帖子，中大講師劉正竟然
在其主理的facebook轉載貼文，更接連發
表激進言論；聲稱已離開中大的「粗口講
師」歐陽偉豪（Ben sir）日前亦發表「抽
水」言論，被網民狠批「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

中大講師劉正任「塔主」
網上討論區日前出現所謂「若蓮喪子」的
成語貼文，毫無人性地惡搞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喪子的慘劇，將之包裝為成語詞典的格
式，以文言文抹黑蔡若蓮、教育局前局長吳
克儉等教育局官員，又煞有介事寫明【釋
義】、【出處】、【用法】、【例句】、
【義近】、【義反】等，以輕佻語言向被抹
黑的官員傷口撒鹽。
網上一小撮病態網民爭相「續作」故事並

轉載至其他網上平台，劉正是其中之一。現

職中大講師的劉正，是fb專頁「無神論者的
巴別塔」的所謂「塔主」。有關專頁過往不
時出現激進言論，如稱中大校長沈祖堯「你
都係快×啲退休把（吧）啦」、稱呼教大校
長張仁良為「張淫蟲」等等，其用字粗鄙程
度，實在難以想像是出自大學講師之手。而
有關專頁，前日亦有轉載上述「成語」貼
文，企圖教壞學生。

Ben sir貼文 被批語無倫次
另外，近年於電視節目高談闊論廣東話

「粗口」的Ben sir歐陽偉豪，本身曾是中
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導師，其個人fb除

了用作自我宣傳，也是發揮其「抽水」個性
的平台。
他上周五發表的貼文意有所指地提到：

「如果恭喜官員喪子係涼薄，咁恭喜官員個
老豆（竇）有身紀係咪歪理？涼薄要譴責，
歪理遲早要譴責，唔莊重一早就被DQ，分
分鐘唔表忠都死得……咭片都係咁寫穩陣啲
『香港愛國愛港語言學家』。」
貼文發出立即引發巿民群起狠批，網民

「Lotus Circle」批評：「Ben sir，我對你好
失望！任何人個仔自殺死左（咗），你都不
會恭喜吧！這是人性！無惻忍（隱）之心非
人也！」「志萌」則炮轟道：「教育工作者
wor（喎），我呸～又一個一朝得志，語無
倫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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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須合法符道德
13院校學生會抹黑林鄭言論 教局反駁以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本

港多間大專院校民主牆近日接連出現

違法違憲的「港獨」宣傳及道德淪亡

的冷血標語，令社會各界義憤填膺，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公開對滋事者予以

譴責。13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前晚卻

發表聯署聲明，抹黑林太的言論是

「鉗制學生表達自由，企圖向校方施

壓，大興文字獄」。教育局發言人指

出，特區政府及社會均重視言論及表

達自由，但任何人不論其動機及政治

立場，在行使自由的時候，必須尊重

別人及符合社會道德。對處於不幸的

人更應有同情心，對其他人作出惡意

及人身攻擊，無助於香港發展成為高

質素的公民社會。

本港13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聯署聲明稱，
近日各大專院校對於學生使用民主牆爆

發爭議，「政權之首竟出言鉗制學生表達自
由，企圖向校方施壓，大興文字獄」，又揚言
有關「港獨」之橫額及文宣並無違反香港法
律，校方是「指鹿為馬」，無理指控其內容違
法，圖以法律之名打壓言論自由云云。

教局：「港獨」不合法違「一國兩制」
至於「恭賀」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事

件，聲明指大專學界認為奚落蔡之言論確有失
當，但旋即又為貼文者護航，將責任推卸予教
育局，指局方「多年來接連推出殘害莘莘學子
之政策」，而蔡若蓮支持政策，年輕人對蔡的
不滿無處發洩，「最終訴之於不當的情緒宣
洩，實在是情有可原」。
教育局發言人指，言論自由不是沒有界限，
而是必須符合法律、道德和互相尊重等原則，
重申「港獨」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
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教育局亦對
侮辱離世者及其家人的行為予以譴責，認為在
亡者家人傷口上灑鹽，對其他人作出惡意及人
身攻擊的行為，無助於香港發展成高質素的公
民社會。

網民炮轟學生會強詞奪理
13間院校學生會的聲明，引發大批網民炮
轟。「Cloudiey Lee」直指學生會「冥頑不
靈、死不悔改、強詞奪理、大言不慚、歪理連
篇！」她稱「『港獨』 就是違反基本法，還
自欺欺人！」「Ricky Chan」亦認為，「香港
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嘅地方」，指「今日冷血
言論可以用『言論自由』做擋箭牌，他朝殺
人、強姦……亦可以用各種動人嘅詞語蓋過
去？」他更擔憂如此下去，香港前途會如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大民主牆
出現針對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惡毒標
語，社會各界齊聲譴責。蔡曾經任職校長的福
建中學（小西灣）及同一辦學團體的四校校董
會昨日發聲明，對這位前同事的兒子不幸離世
深感哀痛，斥責民主牆及近日在網上出現的一
些言論冷血涼薄、令人憤慨，強調應及早予以
糾正，否則會對社會發展和下一代的成長造成
無可挽回的破壞。
福中四校校董會強調，會全力支持蔡若蓮度
過困難時刻，衷心祝願她走出傷痛的陰霾，繼
續為香港教育作出貢獻。聲明又提到，教大及
網上最近出現冷血和涼薄的言論，情況令人憤
慨又擔憂，呼籲社會各界即使持有不同意見，
亦不可離棄人類應有的道德情操，對人心懷尊
重、仁愛與包容，發揚人文關懷的精神。教育
界對此更應以身作則，為學生樹立好榜樣。

福中四校譴責涼薄標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少
數大學生借民主牆宣傳「港獨」，
更有涉事學生會以所謂「言論自
由」作擋箭牌阻止外界掃「獨」。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反駁有關謬
誤，強調言論自由並非無限制，言
論自由包括公眾秩序及國家安全，
基本法已列明「港獨」違法，故
「港獨」沒有什麼值得討論。
黃錦良昨出席電台節目時重申，

「港獨」違法違憲，雖然民主牆可
讓同學表達不同意見，但他認為，
言論自由並非學生可張貼「港獨」
標語的藉口。
而就教大民主牆早前被貼上出現

侮辱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涼
薄標語，以及懷疑嫁禍內地生、惡
搞劉曉波夫婦的紙條，黃錦良認為
兩件事性質相同，均屬可恥的行
為，須予以強烈譴責。
他強調，大學必須徹查事件，如

發現是教大生所為，涉事者應受校
方處分。他又指，根據教大校規，
若學生做出有損校譽的事件，最嚴
重可被開除學籍，至於大學如何處
分則會尊重校方的決定，但他強調

校方必須向社會交代事件。
黃錦良又指，以其所知，在教育界中，沒

有校長提出因上述事件而不聘請所有教大
生，估計實質說法是如發現張貼者是教大
生，涉事者將不予錄用作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大新亞書
院院長黃乃正日前發公開信，嚴厲譴責涉嫌
以粗暴劣言辱華的中大前學生會會長周竪
峰。昨日他再發信，強調對於周竪峰是「愛
之深、責之切」，希望他能反省己過，不忘
前人教誨。他重申「不學禮，無以立」，相
信事件中周曾與不同立場意見之人士發生衝
突，故情緒激動，惟惡言相向、互相對罵並
不能解決問題。
黃乃正發信回覆新亞書院學生會，指書院

及大學的紀律委員會正就周竪峰的事件立案
展開調查，故暫未發出正式通知，而有關周
的言行表現及身份已獲廣泛報道，周本人亦
已公開回應及承認，故日前在信中公開其姓
名，與調查之紀律程序並無抵觸。他又指，
不希望事件繼續發酵，所以昨日是其對事件
的「最後一次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間大學
的學生會假借「言論自由」，把「港獨」言
行合理化。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
集人湯家驊昨強調，威脅國家安全及社會秩
序非在言論自由範圍內，「港獨」違憲違法
更直接挑戰「一國兩制」，代價大得不能想
像，呼籲年輕人勿輕信讒言被人擺佈。
湯家驊昨在facebook發帖指，希望年輕人
明白「港獨」是糖衣毒藥，不要以為只是行
使言論自由而沒大不了，因國際人權公約清
楚列明，威脅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損害他
人權利全都不是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
這不只是違反（香港）基本法、違反法律這
麼簡單，而是直接挑戰『一國兩制』的合理
性和持續性。」
他強調，沒有「一國兩制」的話，整體社
會包括年輕人現在享有的自由、法治和繁榮
將會失去，「所以你今天輕易、毫無代價地
說的，明天的代價可能大得你不能想像。這
不是你可以負得起的，更重要的是，更不是
整個社會能負得起的。」
湯家驊指年輕人縱有理想，但希望他們同

樣要負責任，不要輕易被人利用、被人擺佈。

湯家驊：「港獨」代價大

黃乃正冀周竪峰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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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在教
大學生會「管理」民主牆無能失責
下，該民主牆接連出現不當及冷血標
語，該會更拒絕讓校方徹查真相，以
不同藉口包庇惡行，並混淆視聽「老
屈」校方「公開」涉事者閉路電視片
段翻拍照，將矛頭反指向校長，其做
法引發教大師生不滿。

大批師生簽名支持徹查
有教大生昨日中午於校內發起「支

持學校徹查追責 反對學生會包庇惡
徒」的聯署行動，獲大批師生簽名支
持，他們批評學生會行為幼稚，混淆

視聽，並表示支持校方徹查涉事者，
以挽回學校聲譽。
聯署獲大批教大師生簽名支持，其

中教大通識教育科四年級生黃同學指
出，學生會連日聲言閉路電視片段是
校方洩露，但毫無證據，認為其處理
失當。他又質疑該會連日向全體學生
發電郵聲討校長，不認為有關做法具
代表性。
黃同學表示，學生會將問題焦點擺
在「言論自由」，十分錯誤，認為該
會言論只會令受事件所累的教大同學
沒有平反的機會，又質疑冒犯言論接
連出現於民主牆，顯示學生會根本沒

有能力管理，認為該會應主動向校方
尋求支援。
他強調，學生會應優先保障大多數

學生，此次事件令教大生形象受損，
但學生會拒絕學校徹查，做法不當。
教大博士生屈同學表示，近期「港

獨」、冷血標語事件令之前沉默的學
生紛紛站出來發聲，且學生會的包庇
言論，令社會對教大的觀感更差，
「所以，這時候必須有學生站出來說
些有良知的話。」
教大職員黃小姐也不認同學生會的

做法，她認為校長堅持徹查的做法恰
當，支持校方按程序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教大
出現的涼薄標語喪失人性，香港各界
痛心疾首、激憤難平。有團體約80人
昨到該校請願，強烈譴責冷血言論，
有人手持「言論自由有底線 冷言惡語
須追究」的標語，要求校方從速調
查，向社會交代。

要求交代 向蔡若蓮道歉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一行約80名成

員，一路高呼「冷血言論香港蒙
羞」、「冷血言論衝擊人性底線」等
口號，昨日上午到教大表達不滿，各
人手持「強烈譴責冷血言論 並要求嚴
懲涉事者」的橫額，以及「言論自由
有底線 冷言惡語須追究」、「事事政
治化 香港在沉淪」、「無恥之至 人
神共憤」等標語。
總會社會事務部副主任丁江浩強烈

譴責針對任何人的冷血攻擊，希望校
方迅速公平、公開、公正調查，向社
會交代調查結果，若其為教大生，要
求其向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作出真摯
和公開道歉，並依照相關規例嚴懲，

若其不是校方人員所為，則要求校方
改善管理漏洞，令民主牆、校園內，
勿再假借民主之名，再次出現冷血言
論。有關請願信由教大副校長（行
政）黃敏兒代表校方接收。

■由中大講師劉正管理的 facebook專頁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日前轉載「成
語」貼文，教壞學生。 網上截圖

■■有教大生昨日中午於校內發起有教大生昨日中午於校內發起「「支支
持學校徹查追責持學校徹查追責 反對學生會包庇惡反對學生會包庇惡
徒徒」」的聯署行動的聯署行動。。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香港晉江社團總會」」昨到教大示昨到教大示
威威，，要求校方從速調查涼薄標語事要求校方從速調查涼薄標語事
件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攝攝

■■教大生當場簽名支持徹查涉事者教大生當場簽名支持徹查涉事者。。 ■■參加聯署簽名的學生在民主牆貼上標語支持徹查追責參加聯署簽名的學生在民主牆貼上標語支持徹查追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