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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者」同流合污 「有識之士」荼毒學生
黎子珍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發起聯署，要求辭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戴

 0 耀廷。面對滔滔民意，反對派驚慌失措，密謀反撲，發起名為「捍衛言論及學術
自由支持良心學者戴耀廷」的聯署聲明，發起聯署的包括浸大陳家洛、科大成名等人。陳家洛、成


名本身就是鼓吹分離國家的「政治學者」，這些人撐戴耀廷根本是物以類聚、同流合污，也證明本
港的大學「港獨」歪風蔓延，學生誤入歧途，正是受這些「有識之士」長期荼毒、顛倒是非的惡
果。港大更加要革除戴耀廷教席，遏止「港獨」，切實保護莘莘學子。
何君堯發起的聯署，截至本月5日已收
集到8.4萬名市民簽名，其中有過萬名法
律界和教育界人士。除簽名支持外，亦
有不少網民批評戴耀廷以教職作為反法
治、反政府的渠道，害人不淺。網民表
示：「不知所謂的教授，仲話教法律，早
應該炒，無謂誤人子弟，影衰港大。」
但是支持「良心學者」的所謂大專學
者漠視民意，反而聯署聲明，聲稱憂慮
何君堯發起的聯署或已對他們構成壓
力，表示強烈憤慨，又聲稱何君堯相關
言行不公、偏頗，予以譴責云云。聲明
還重彈「違法達義」歪論，聲稱「法
治」不單指守法，更要達至人權和公義

云云。陳家洛還辯稱，他們發起聯署是
因為覺得社會要好好認識「院校自
主」、「學術自由」，當院校承受壓
力、學者受謾罵攻擊，甚至要院校解僱
言行唔啱心水嘅人，絕對不能接受，亦
都唔會袖手旁觀云云。
解僱戴耀廷，法理情皆必行。從法律
看，戴耀廷是「佔中」罪魁禍首，比
「雙學三丑」更應坐監，而且他向年輕
人散播「犯法不犯罪」的觀念，導致多
名年輕人因被他的謬論荼毒而身陷囹
圄；從道理看，港大不可繼續姑息放
縱，必須清理門戶，撥亂反正；從民情
看，要求革除戴耀廷大學教席的滔滔民

意不可欺。陳家洛、成名等人發起撐戴
耀廷聯署，違背法理情。

陳家洛、成名撐戴物以類聚
陳家洛、成名等人本身就是鼓吹分離
國家的「政治學者」，這些人撐戴耀廷
根本是物以類聚、同流合污。
身為浸大副教授的陳家洛曾經稱，自
己授課時經常挑戰學生，「問他們有無
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
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
上。要想像它（中國政府）倒下來。」
陳家洛還在某報發表題為《香港自由保
衛戰 2017》的文章稱：「試想像某天

一覺醒來，那象徵着中國共產政權的五
星紅旗升不起來了，這個政權真的倒
了。」陳家洛居心叵測煽惑說：「難道
今天的世界，包括自我期許追求自由的
香港人，已無奈地把自由的初衷擱下
了？」這是借「自由」煽惑誤導港人特
別是青年學生去誤墮「港獨」陷阱。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的言
行，不但逾越了學者的身份，而且言論
之激進、政治立場之極端，連激進反對
派政客也自嘆不如。綜觀成名多年來的
言論，他根本就是戴着學者頭銜的「長
毛」，他的極端言論數不勝數，他是
「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
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經常借接受
訪問或各種場合，攻擊和誣衊國家執政
黨和內地的社會制度，鼓吹反華和圍堵
中國，偏袒反對派，抹黑建制派，充當
反對派「政治打手」，美化政治暴力，
與「法輪功」沆瀣一氣，完全違背大學
教授應有的操守和良知。

重彈「違法達義」歪論
「雙學三丑」暴力衝擊及佔據政府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推展得如
火如荼，但要更好地抓住機遇還需要民間匯聚起來發揮協同效應。麗新集團主席林建
岳、正大製藥集團主席鄭翔玲、香港高銀金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潘蘇通、華彬集團
主席嚴彬共同發起成立「一帶一路」總商會，目標是聯合港澳台僑的工商專業界人士，
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民間平台，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為業界聯繫「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開拓商機、匯聚人脈，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服務香港、服務會員，也造
福當地民眾。

「一帶一路」總商會理事會會長鄭翔玲近日與傳
媒茶敘，介紹該會的成立目的和發展方向。
鄭翔玲：聯繫政府服務業界
她說，「一帶一路」是宏大的戰略，涵蓋 70 多個
國家，需要五湖四海的人共同參與，才能真正發揮有
關效益。
因此，雖然民間已有不少關於「一帶一路」的團
體，他們決心成立「一帶一路」總商會，專門服務工
商專業界人士，未來將先鋪搭好與東南亞地區的交
流，再逐步擴展。
同時，該會亦會與政府緊密溝通聯繫，為有意在
沿線國家或地區發展或投資的商界人士評估風險。
為具體推進工作，該會將設立多個專門委員會，
包括「金融委員會」、「大型基建委員會」、「貿易
委員會」、「專業服務委員會」、「文化產業委員

會」、「醫療健康委員會」等，並會邀請業界人士和
各方專家加盟，就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出可持
續發展的建議。
該會亦期望，往後可一年舉辦一次具規模的活
動，預計性質有別於一般論壇，將專注於幫助商界做
業務對接。
雖然不少工作仍在籌備中，但該會最近已上京拜
會外交部、發改委、商務部等相關中央部委，介紹該
會的建會宗旨及未來發展路向，並獲得有關部委的高
度評價和大力支持。

港青投身「帶路」肯打拚定成功
對於不少香港年輕人似乎仍然認為「一帶一路」
戰略和自己關係不大，鄭翔玲表示，現時社會都在紛
紛宣傳「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但機遇以外也要
年輕人願意努力投入、肯捱苦才能抓得住。

■鄭翔玲冀透過「一帶一路」總商會服務國家戰略、
服務香港和服務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她強調，未來的發展模式將會是公司加上很多的
個人，年輕人可三五成群結夥工作，只要敢於和願意
去抓住機遇，在「一帶一路」中一定找到自己希望發
展的方向，也一定會成功。

選管會周內商補選 籌備料需半年
香港文匯訊 （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
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已終極敗訴，早前被法
院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瀆誓四丑」
中，羅冠聰和姚松炎表明會放棄上訴，令立
法會目前出現了 4 個議席空缺。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表示，希望盡早安排補選，填補
4 個立法會議席空缺。由於有關的補選涉及
開設 400 個投票站，需要招聘和訓練 1.4 萬
名人員，估計需要 6 個月的籌備時間。選舉
管理委員會將於周內開會，討論有關補選的
安排，相信該會在有決定時，會盡早向社會

交代。
林鄭月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示，
9 月 11 日是 4 名被取消議員資格者的上訴期
限，她留意到梁國雄和劉小麗已經向法庭提
交了上訴文件，羅冠聰和姚松炎則已放棄上
訴，連同早前被特區終審法院駁回上訴申請
的梁頌恆和游蕙禎，本屆立法會總共有 4 個
涉及宣誓案的議席已完成司法程序。
她續說，立法會是一個議事的地方，也是
代表市民來監察政府工作的，故設計上需要
70位議員。既然有關的司法程序已經完成，

就應該盡快安排補選，盡早填補該 4 個立法
會議席空缺，讓立法會能夠發揮它最大的效
能。

林鄭：涉210萬選民400票站
林鄭月娥指出，怎樣進行補選、何時進行
補選，並非特區政府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或
她身為特首可以決定。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要由選管
會獨立研究及作出決定。據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方面指，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將於周內與

周竪峰侮辱國家民族 言行必須懲處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前中大學生會
會長、「港獨
派」周竪峰，日
前因為有內地學生要求拆除中大校園內的
「港獨」海報，他突然狀若癲狂的連爆髒
話，狂喊百多句「支那人」、「滾回支
那」。由於當日有大量傳媒齊集中大，周
竪峰的「顛狂」行徑亦被拍攝下來，引起
社會輿論的批評，中大新亞書院院長黃乃
正更發出公開信，強烈譴責這一粗暴惡劣
的行為，指出院方和大學學生紀律委員會
正進行調查，必定會作出公正公平的裁






決。然而，周竪峰至今仍然拒絕道歉，擺
出一副莫奈我何的態度 ，甚至連激於義
憤、仗義執言的黃乃正也成為了 「港獨
派」攻擊的對象。
大學當然有言論自由，但卻沒有侮辱他
人、侮辱自己國家民族的自由。周竪峰狂喊
100 多句「支那人」、更叫內地學生「滾回
支那」，這已經涉及到歧視、挑動仇恨，逾
越了社會的道德界線和法律界線。「支那」
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的侮辱詞語，將中國
人視為低等民族，可以任意宰割欺凌。「支
那」一詞背後代表的是對中國人的羞辱，代

表的是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歷史，是中國人社
會的禁忌。
去年 10 月 12 日，「青年新政」梁頌恆與
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故意以英語讀
中國的名字為「支那」，甚至高呼「Re-F×
cking of 支那」，結果是什麼？兩人不單受
盡千夫所指，成為過街老鼠，更因此失去議
席，背負過千萬元的訟費，一生前途盡毀。
這說明以「支那」辱華絕非小事，更不能以
言論自由作擋箭牌。
現在周竪峰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學校園之
內以「支那」辱人，更要「支那人」滾回內

加深全球經濟合作 帶動港優勢「升呢」

「帶路」總商會開鑼
工商機遇共拓共享

部東翼前地，上訴庭改判三人即時監
禁，判詞指出，本港近年瀰漫歪風，部
分人以追求理想或行使法律權力為藉
口，肆意違法，當中更包括一些有識之
士，以「違法達義」口號鼓動他人犯
法。判詞形容，這些傲慢、自以為是的
想法，不幸地影響部分年輕人，他們在
違法後不但拒絕認錯，更視為光榮及自
豪的行為。
戴耀廷、陳家洛、成名之流為人師
表，卻不斷散播「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煽惑「港獨」，荼毒學生。這
是違背教育專業、對學生不負責的做
法，不僅喪失教師專業的基本職業規
範，而且是罔顧學生安全、福祉和前
途。教育當局和大學應理直氣壯直斥其
非，幫助學生建立合法正面的國家民族
觀念。
對於戴耀廷、陳家洛、成名這些違法
失德、誤人子弟的「播獨」教師，教育
局和大學理所當然要嚴格執法，首先要
順應滔滔民意，革除戴耀廷教席，防範
「港獨」在校園泛濫成災，切實保護莘
莘學子。

■梁愛詩分析香港在 ■陳百里介紹香港在
「帶路」戰略中的角色 「帶路」發展中的最新
及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動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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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昨日
指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在「一帶一
路」發展進程中，
融資、商貿、物
流、專業服務等行
業都將有高增值發
展，還可發展創新
科技事業，培育新
興產業，同時憑藉
公正健全的法律體
系，成為亞太區國
際法律及解決爭議的服務
中心。
梁愛詩昨日於「香港工
商界婦女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 68 周年午餐會」
上，以「『一帶一路』為
香港帶來的機遇」為題作
演講。她詳細介紹「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項
目，以及國家推出的各項
新政策，強調「一帶一
路」目的是加深全球經濟
合作，不僅限於「兩條走
廊」上的沿線國家，是多
層次的雙邊合作平台。
她表示，作為中西方文
化的橋樑，香港更有培育
創意產業的新優勢（如電
影業），相信在眾多優勢
的推動下，香港定能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實現
新一輪發展，再創佳績。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
長陳百里昨日在午餐會上
亦指，「一帶一路」將為
各地帶來發展新機遇，特
區政府現已和「一帶一
路」許多國家及地區，簽
訂了自貿、投資等協定，
未來將透過中小企支援計
劃、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
劃，積極推動香港企業及
專業服務行業與「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的交流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另外兩位選管會成員磋商有關補選的安排，
相信一有決定，該會會盡早向社會交代有關
的安排及細節。
她提到，是次補選的 4 個議席，3 個屬於
地方選區，即港島、九龍西和新界東，涉及
210 萬名選民。根據過往經驗，特區政府可
能要開設 400 個投票站，同時通過選舉事務
處招聘和培訓接近1.4萬名人員。
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此前估
計，籌備時間需要 6 個月，但最終要多少個
月籌備、投票日選在何時，都由選管會決
定。
在談到姚松炎所屬的建築、測量、都市規
劃及園境界的補選安排，林鄭月娥坦言存在
技術問題。在立法會換屆選舉，全港選民可

在所屬地區的投票站內同時投下地區直選及
其所屬功能界別的一票，但是次補選只涉及
3 個地方選區，相信選管會需要研究及處理
有關的投票安排。

地，激烈程度更甚於梁游，梁游因此被取消
議席，周竪峰當然也要承擔責任，至少可以
循兩個渠道追究：一是其言論已經觸犯了
《種族歧視條例》第四十五條或第四十六條
提及的「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
平機會是否應該跟進及追究？還是如梁游事
件般，主席一句說話就將投訴壓下？平機會
必須有力地執行《種族歧視條例》，否則平
機會還有何存在意義？不如關掉節省納稅人
公帑更好。
二是事發在大學校園，周竪峰身為中大學
生，卻公然侮辱內地同學，挑動學生之間的
對立，行為極其惡劣，對於這樣的行為，中
大管不管？世界知名大學嚴懲言論越界的學
生早有先例，美國哈佛大學今年就因為有新
生散播種族歧視、性侵犯及虐待兒童的言
論，將他們踢出校。美國有無言論自由？哈

佛講不講言論自由？當然講，但言論自由不
是沒有底線，散播仇恨、涉及種族的不當言
論就是普世公認的界線，周竪峰如果在哈
佛，早已經被踢出校，還可以在校園繼續大
放厥詞？中大是香港知名學府，管理層對於
這些違反普世價值、觸及社會底線的言論，
是否應該處理？還是繼續息事寧人，陪笑打
哈哈，因為怕爭議，就對學生不當言行坐視
不理？
大學不是「港獨」的收容所、更不能任由
各種辱華言論在校內散播。梁游辱華失議
席，全港市民拍手叫好，這不關政治，而是
因為逾越了社會的底線。現在周竪峰又當如
何處置？是以言論自由之名藏污納垢，還是
根治歪風，還學生一個寧靜的校園？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現在就看大學管理層是否有
承擔和使命感。

周浩鼎：分開補選勞民傷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指出，特區政府舉行新界東補選的開支逾
7,000 萬元，倘是次將梁游羅姚，及梁國雄
和劉小麗一旦敗訴要進行的補選分開兩次進
行，涉及的公帑或倍增至逾億港元，是勞民
傷財的做法，從有效運用公帑及公共資源的
角度來看，應該合併補選。他希望特區政府
考慮在有關的上訴案中採用節省程序的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