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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指有別
有用心者混淆
視聽。
視聽
。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近日，大學校園內出現播「獨」和冒犯蔡若蓮的標語，令
社會義憤填膺。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有關言論並非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是否尊重「一
國兩制」、愛護香港，及在「一國兩制」下令市民生活既穩定亦繁榮的憲制問題，更是是否

：：
特首

有惻隱之心的問題，社會作出譴責不涉箝制學生言論自由或干預院校自主，不應混淆視聽。
有網上民調則顯示，有 88%網民表明不認同林鄭月娥在此事上「箝制學生表達自由」。

宣「獨」冒犯標語
無關言論自由
批有人混淆視聽 88％網民認同「林鄭無箝制學生表達」

鄭月娥日前就「港獨」文宣及針對教育
林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涼薄標語事件發

出聲明，嚴厲譴責滋事者。13 間大專院校學生
會日前發表聯署聲明，抹黑林鄭譴責滋事者的
言論是「箝制學生表達自由，企圖向校方施
壓，大興文字獄」云云。

籲尊重「一國兩制」勿情緒化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強
調，有關標語並不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這是
我們是否尊重『一國兩制』，我們是否愛護香
港，在『一國兩制』下可以繼續保障到我們的自
由、我們的權利以及是一個有發展，令到香港市
民的生活既穩定亦繁榮的憲制問題。」
她指出，這更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問題，
並不存在去「箝制學生言論自由或干預大學的
學術自主或院校的自主」，並批評別有用心者
混淆視聽。
林鄭月娥坦言，蔡若蓮「是我一個副局長，
但是她都是一個人」，有人說出傷害她的說
話，她已在早前的聲明中回應了，不想再在此
逐一回應，「因為每次說一些說話，又會引來

一些很情緒化的反擊」，特區政府亦已努力平
息這些不必要的紛爭。

倘涉犯法 應交執法部門處理
她並重申，目前大學管理層應思考想如何處
理在校園內出現的種種問題，倘涉及犯法，就
應交由執法部門處理。
在昨晚出席一社團活動時，林鄭月娥也有感
而發，強調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素質就是要互相
尊重，要富同情心，要愛護香港，「若果看到

有些社會現象真是難以接受和超越所有底線，
便要勇於發聲，讓我們共同努力維護香港這個
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和中國人的修養和素
質。」
就13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的聯署聲明，「經濟
通×晴報」在本周一發起網上民調，了解市民
對學生會聯署的看法，截至昨晚11時，已有逾
2,346 人投票，有 88%網民並不認同聯署聲稱
林鄭「箝制言論自由」，不少網民更留言表達
反對「港獨」的觀點（見圖）。

wkwong1966 ：我認為再讓大
學生們無的放矢，不加以管束，這

他昨日在 facebook 表示，香港教育大學是培
育教師的基地，作為議員亦跟其他家長一樣，
非常關心教師的道德操守，故希望學校可嚴肅

陳恒鑌並感謝參與者的簽名，指相信大家的
處理，將這些搞事的人及其他學生分開，「只
是有幾位個別學生做這些行為，但對整間學校 簽名都是出於良好意願，希望香港可有一定的
的老師、學生是不公平的，校譽一旦被毀，其 道德操守，不應出現一些侮辱、沒有血性的行
為，「如果看見不對的事也不出聲，久而久之
他學生就真是好唔抵。」
陳恒鑌強調，大學的民主牆並非用來挑戰別 就會溫水煮蛙，再過分的行為也不會有人去指
人、挑起別人傷心的地方，一定要強烈譴責這 正。」
些涼薄行為，「尤其是有人過了身，你還在講
風涼說話、想在人家傷口灑
鹽，我覺得都是不應該的，

所以要強烈譴責這些行




為。」
他重申，言論自由是有底
線的。香港是一個有良知、  
有道德的社會，不應該以言
 
論自由作為這些行為的「遮
醜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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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批評，軟弱的態度只會助長歪風，更質問教大
作為一所師範大學，如今竟不捍衛法治，甚至
連最基本道德都不敢堅持，「怎為人師？」
吳秋北在facebook撰文質問道：「包容禽獸行

馬浚偉：冷血話何其殘忍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
反對派支持者在網絡上不斷發
表冷血言論，教育大學學生會管理的民主牆更出
現「恭賀」的標語。演員馬浚偉近日發帖，指自
己對這情況感到非常心寒，「點解，總係要在別
人最悲痛最難過的時候，在他的傷口上灑上鹽和
辣椒」，更三問道：「做乜要咁殘忍？」
馬浚偉在帖中首先向因意外、被殺或自殺而
死亡的每一位死者的家人送上最深切的慰問，
「當我打開個別新聞平台，看到有關這段新聞
（蔡若蓮的兒子墮樓身亡）的一些留言，又或
是在網絡平台上轉發這條新聞後給予的留言評
論，坦白講，看得我非常心寒！」

&

rightHK：近日民主牆風波暴露
了香港社會多個現象：民主，言論
和學術自由等詞被隨意濫用……昨
天有教大學生會的女發言人說校長
應該保護學生，有些人對涼血字句
覺得並無不妥，誰人可以來做道德
審判之類等謬言。這種人正是納稅
人的蝗蟲……這些人將來有可能為
人師表，你能想像你和親人們的小
朋友在他們魔爪下成長嗎？
「Nordost 」：語言偽術又一新
版：將 「宣揚講毒」說成「有權
談論任何政制的」！！

資料來源：經濟通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吳秋北質問教大：還有是非觀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大學校董
會主席馬時亨前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突然「跪
低」，一改最初「追究到底」的強硬態度，反
懇求發起網上聯署要求教大徹查事件的立法會
議員「唔好搞咁嘅嘢」，社會各界都感到失

並不是對他們好，將來坐牢的學生
人數可能會更多。

他說：「或許你對他的家庭有不滿、或許你
對他的生活條件有不滿、或許你對他的母親的
工作崗位有不滿、或許你有很多不需要外人認
同的不滿，所以你就可以涼薄地、冷酷無情地
肆意攻擊任意批評，甚至再加些我認為正常人
都說不出來的冷血話！」

預備「得罪部分人」
馬浚偉直指：「講呢啲說話留呢啲言嘅呢啲
人……你根本就唔識佢！你只係在網上看到相
關新聞，就以食花生心態，用各種刻薄冷血無
情惡毒嘅留言做花生友，呃你嘅花生呃你嘅
like，反正身為一個鍵盤戰士，根本就冇人識你

（為），學校還有是非觀嗎？」他更反問：「教
大『民主牆』上的『恭賀』是教育抑或是政治？
怎不要求學生會『唔好搞啲咁嘅野（嘢）』？」
他認為軟弱的態度，只會成功配合反對派喉
舌為「非人」學生轉移視線，「（反對派）旋
即將其無限重複無限放大」，更給了他們「理
由」要求社會「包容」這般惡毒言論，因此絕
對不能姑息。

係邊個，又冇人知你喺邊，所以你想幾咁不負
責任就可以幾咁不負責任。」
他慨嘆道：「如果你有至親嘅人離開過你，
你應該明白親人離世係一件幾咁痛苦嘅事！你
話有一段較長嘅患病經歷，令家人有時足夠時
間作心理準備，接受病者的離去，這還好一
點！但如果遇上一些突如其來的離世，如意外
或自殺，這個悲痛的結局對其家人帶來之傷
害，特別是身心靈的傷害是何其重？你又可曾
考慮過？……做人，做乜要咁殘忍？」
馬浚偉坦言：「我已有心理準備會得罪一部
分朋友，但我實在接受不了那些殘忍的留言！
那麼，得罪就得罪吧！」他其後再發帖：「我
相信，在真生命𥚃 也好，在戲劇世界𥚃 也好，
同理心同樣是無上寶貴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中大校董：「掃獨」遲 師之惰

陳恒鑌盼校方嚴肅處理

昨日的我：言論自由的限制，係
有國際性規則，國際人權公約都有
列明，那班學生會人士是不識字
嗎？保障國家安全是不屬於言論自
由的。 「港獨」就是分裂國家，你
試試在德國柏林大叫納稅（粹）黨
萬歲、在美國白宮門口大叫要求在
美國成立「伊斯蘭國」，看看是甚
（什）麼下場？他們只是一班任意
妄為的人，與言論自由沒點關係。
民鼠怪：學生有鼓吹暴力政黨政
棍撐腰，政黨政棍陰險心毒，唯恐
天下不亂，肯定日漸惡化。

三千網民挺教大
「擒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教育大學
民主牆日前出現涼薄大字報，冒犯經歷喪子之
痛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引起各界反彈。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其後在網上發起聯署，3
天共收集到 3,341 名網民的聯署。 他強調，香
港教育大學是培育老師的基地，每個人均非常
關心教師的道德操守，故希望學校可嚴肅處
理，不要讓言論自由作為這些行為的「遮醜
布」，繼續出現一些侮辱、沒有血性的行為。
陳恒鑌此前發起「要求教育大學翻查
CCTV，揪出無人性的禽獸，並將其開除出
校，免得他日此類物種成為老師而誤人子
弟！」的網上聯署行動，3 天共收集到 3,341 名
網民的聯署。

網民留言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
文風）中大學生會連日來搬
出各種歪理死守「港獨」違
法文宣，又發起圍堵向校方
施壓。縱然社會各界早已清
楚指出誰是誰非，要求中大
盡早出面清拆，偏偏校方卻
一副軟弱態度，不但遲遲未
作出處理，反向做錯一方妥
協，承諾在達成共識前不會
派人「掃獨」。中大校董、
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忍無可
忍，強調「港獨」並無任何
「可議」之處，並引述《三
字經》云：「教不嚴，師之
惰」，奉勸中大處理事件時
勿再猶豫不決。
「試想像，如果有同學
在校園盜竊被捕，同學接
着圍堵保安組，要求討論
盜竊是否真的不道德，甚
至拉扯至在資本主義的社
會下貧富懸殊不均，劫同
學的『富』濟自己的
『貧』有『正當性』，這
可以被接受嗎？」
何啟明昨日在 facebook 以
「何以『港獨』橫額拆不
了？」為題撰文，強調學
校面對上述「柴娃娃」的
歪論正常情況下根本不會
被嚇倒，而是會盡快按校
規和法律處理。

「港獨」無可議 勿溺愛
「但當『偷竊』的是國
家主權、討論的是『分裂
國家』的時候，校方竟然
是猶豫不決，要『祈求』
和同學達成『共識』的時
候，我不禁想到，對莘莘
學子的愛護，在這個時刻
已變質成沒有原則的『溺
愛』」。
他強調學校對學生的愛
護，應建基於期望他們日
後貢獻社會，繼續讓香港
發光發亮，否則社會沒有
義務對他們給予無原則的
「包容」。
同時，「港獨」逾越了
基本的國家主權原則和法
律底線，何啟明坦言想不
明白校方與「港獨」有何
「共識」可議，「一般的
香港市民乃至那些盼望中
華民族團結興盛的中大先
賢們，根本不可能認同，
遑論達成『共識』」，期
望中大上下能好好細味
《三字經》所云：「教不
嚴，師之惰。子不學，非
所宜。幼不學，老何為」
的用意，在拆除「港獨」
橫額一事上作出正確決
定。

理大再現
「獨」
品
校方拆除不手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
理大民主牆早前出現的「港獨」標
語雖然一度遭移除，但昨日下午小
量涉「港獨」標語又再次出現。有
份貼上標語的理大學生更「惡人先
告狀」，開記者會指稱大學拆除相
關違法標語是打壓「言論自由」云
云。
理大發言人回覆指，香港基本
法清楚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基於尊重和遵守基本法
的原則下，理大並不贊同「港

獨」，故會拆除所有在校內的相
關標語及宣傳品。校方已與管理
民主牆的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
溝通，如有關標語及宣傳品出現
於學生會民主牆，校方會按上述
原則拆除。
理大發言人強調，大學鼓勵師生
尊重和遵守基本法，並以和平、理
性的方式表達意見，無論他們就任
何議題發表意見或採取行動時，都
必須考慮其言行可能引致的影響，
並對後果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