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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大使籲擇善勿吸「獨」
冀港青學懂放下仇恨互相尊重 勿因政見有別惡意人身攻擊

祖）香港部分年輕人近年受歪
風影響，不斷作出挑戰社會道
德底線的行為。由品格教育協
會 主 辦 的 「2017 香 港 品 格
日」昨日舉行啟動禮，多名
「香港品格日大使」均表示，
年輕人是未來的社會棟樑，期
望他們可學習放下仇恨、互相
尊重，不要因政見不同而作出
惡意人身攻擊。他們並認為，
學生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但底線是不能違法、不能鼓吹
「港獨」，並呼籲他們在合法
的框架內追求自己的政治理
想。

由品格教育協會主辦的「2017香港品
格日」昨日舉行啟動禮，以「善良

Kindness」為主題，並以「選擇善良」
為口號，邀得 7 名社會名人擔任「香港
品格日大使」。

常懷怨恨 傷害自己
「大使」之一、鮮魚行學校前校長梁
紀昌在活動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談
到近日大學發生的風波。他指出，大家
政見不同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心地
善良，希望年輕人可互相尊重、以理服
人，不要作出惡意攻擊，「因為經常懷
着怨恨的心的話，不單止幫不到別人，
自己亦會傷害自己。不要講一些惡毒說
話，這樣只會顯得你無修養，希望年輕
人可冷靜一點，不要衝動，不要盲目
『跟風』。」
針對大學再次出現「港獨」歪風，他
強調，香港基本法清楚寫明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沒有所謂「獨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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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年輕人可思考清楚，應在合法的框
架內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如果你想
追求政治理想，一定要合法，千萬不要
被所謂的『違法達義』言語誤導。一有
違法就要想清楚，判了你坐監就不能說
成政治迫害，這樣豈不是你講晒？」

學習寬恕 透視漏洞
另一「大使」、基督教正生書院校長
陳灼明也指，年輕人是未來的社會棟
樑，時下年輕人應該學習放下仇恨、如
何寬恕別人，「因為放低了仇恨，就可
以無鬥爭，用平靜的心去看這個社會，
這樣才可看到社會的漏洞，作出補救，
令到大家生活更好。」
行政會議召集人、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陳智思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學
生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底線是
不能違法、不能鼓吹「港獨」。被問
到校園內能否討論「港獨」，他坦
言，難以劃清界線，要視乎如何討論

「港獨」：若以「基本法不容許『港
獨』」為基礎，有空間討論「港
獨」，相反利用有關議題鼓吹「港
獨」就會有問題。
他指，特區政府不應干預大學內部事
務，除非涉及違法的事情，否則留待校
方自行處理，又認為學生的道德觀不單
由學校負責，社會及家庭都有責任給予
學生正確的道德觀念。
「香港品格日大使」除陳智思、陳兆
焯及梁紀昌外，還包括香港社會創投基
金創辦人及社會企業 Green Monday 聯
合創辦人魏華星，「救狗之家」創辦人
Sally Andersen，「深水埗明哥」北河同
行始創人陳灼明。
品格教育協會創會主席劉馬露明在致
歡迎辭時表示，「聰明是一種天賦，善
良是一種選擇」，相信透過 7 名「香港
品格日大使」對「善良」的闡述，大家
會對善良有更深一層的感悟，呼籲大家
齊齊「選擇善良」，將「善良」廣傳。

周竪峰詭辯 被網友撻伐
中大學生會前會
長兼中大新亞書院
1
學生周竪峰，喺校
園內以「支那人」辱罵喺民主牆前的內地
學生，俾人拍咗段片擺上網，其後不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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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放，令全城都見到佢「精神失常」嘅
樣。連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都發文直斥佢
嘅行為「粗暴惡劣」，但表示對其批評係
「愛之深，責之切」。
殊不知，佢非但唔體諒院長對佢嘅良苦
用心同「不棄師生之義」，仲要喺自己 fb
發表一封題為《本人就新亞書院公開信及
校園言論自由問題近日發展之公開回應》
嘅公開信，輕描淡寫地稱自己當日嘅「精
神失常」只係「有失風度」，更聲言要喺
大學教育、言論自由以及義理之辯的問題
上向黃院長「挑機」，如此目無師長，唔
通只係「有失風度」？
周竪峰喺公開信裡危言聳聽地恫嚇：
「學界的言論自由，正遭逢重大危機。
無論任何人在民主牆發表何種言論，都
不應遭受監控，不應遭受在私隱、在生
計上的恐嚇！」又聲稱「事發時內地人
明顯違反民主牆守則、侵害他人言論自
由，並且屢勸不聽，甚至作出挑釁行
為。」
其實，喺民主牆發表「港獨」言論，已
經超出言論自由嘅界限，屬違憲違法行
為。網民 「Carmen Zheng」就反駁周竪
峰：「討論根本就不是學界自由的問題，
是違憲問題，犯法問題，犯法就會受到法
律的制裁，包括學院。基本法已講明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還有討論的
空間嗎？討論『港獨』已經構成分裂國家
的罪行……」

挑機院長 要求公開對談
周竪峰又喺文中話：「一直以來，中國
人有種對付香港人的套路。君不見『強力
部門』、『執法機關』以限制港人自由來
打壓異己；現在連中大小小民主牆的同學
意見也要被人強行遮蓋！本人對於這些
『中國模式』的行為，實在深惡痛絕，義
憤難平！」
不過，此前在網上瘋傳的片段，已經證
明內地學生一直禮貌周周，反之他就似瘋
狗一樣暴粗及辱罵他人，這段分別是在歪
曲事實，圖為自己「洗脫罪名」。
「Kevin Wong」就揶揄：「係哩，就
係都要等你出言侮辱人先嚟打壓你呀可？
你睇得自己太高啦。」「Sam Kok」就
話：「以周流氓的格局，應該是他在打壓
正常學生言論！」
周竪峰並聲言，自己想邀請黃乃正院長
以「和平、理性、學術的態度公開對
談」。佢有「和平」、「理性」、「學術
的態度」嗎？「C.y.Ng」話：「呢張相
（周辱罵內地學生時所攝）完全捕捉到崩
潰同精神分裂嘅一刻！」
「Yan Lin」表示認同：「樣好恐怖。」
「Tulip Chang」更直言：「中大學生
污言穢語，本身素質超低」。睇嚟在所有
人眼中，佢真係同「和平」、「理性」、
「學術的態度」冇任何關聯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內地生辱人
「支蛆」內地網民鬧爆
阿寶話齋：「人類總
要重複相同的錯誤！」
&
繼中大前學生會會長周
竪峰發表「支那」辱華言論，日前再爆出
有中大學生以「支蛆」辱罵內地網民，而
這名出口傷人的竟是內地學生。社會各界
對此予以口誅筆伐，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頤武感嘆，該學生為求「顯得像個香港
人」而不顧一切，事件讓人悲哀，《環球
時報》則直斥其所作所為讓人心寒不已。




該學生事後就不當言論公開致歉，惟內地
網民表明絕不接受。
微博賬號「唐立培你多讀點書行不行」
自中大發起「CUSU IS NOT CU」活動以
來，連日發出多篇貼文，就中大「民主
牆」上出現「港獨」與「反獨」海報表達
意見。其間，他一度以「支蛆」字眼辱罵
內地網民而受到如潮批評，當時發文者還
毫無悔意，一度稱已聯絡律師，打算向誹
謗他的人「發信」。

母校官網刪除文科狀元
此人的態度進一步惹起網民公憤，有人
將他「人肉起底」，揭發涉事者為中大學
生唐立培，曾是四川瀘州的文科高考狀
元。有網民後來又發現，其母校瀘州天立
國際學校官網疑似在「支蛆」事件發生
後，將唐立培的名字移除。
「支蛆」辱華字眼竟出自內地學生口
中，社會各界均感痛心。張頤武為此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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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明
哥」北河同行始創
人陳灼明表示，年
輕人是未來的社會
棟樑，時下年輕人
應該學習放下仇
恨、如何寬恕別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網民鬧爆周竪峰
Kevin Fung：阿周生，你講嘢不
盡不實喎。你嘅「言論」已經自
由到可以周街問候人老×同叫出
極端種族歧視嘅口號而唔使負
責，仲話冇言論自由?
Paul Au：佢真系（係）影衰中
大。
Rebecca Paddick：周竪峰有言論
自由，其他人就沒有言論自由了
嗎?
Daniel Yim ：別人駡他是挑釁，
佢駡別人就係言論自由！
Sam Kok：以周流氓的格局，應
該是他在打壓正常學生言論！
Hok Chan：孺子不可教也；糞土
之牆不可圬也。
Wing Ming Cheung：呢班所謂
大學生，已經係成年人，做錯事
還說係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學
校要保護佢，校長要呵護佢，究
竟呢啲係大學定係小學呀。
Tony Chu：作為一所亞洲前列大
學學府，管理層竟然可以容許學
（校）內違法標語橫幅張掛，縱
容學生在以打壓言論自由來蒙混
大家，簡直無法無天！
資料來源：fb留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文，感嘆對方為求「融入」香港圈子而不
顧一切，「他大概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
自己顯得像個『香港人』，甚至比『香港
人』還『香港人』」。
事後，唐立培於網上發聲明公開道歉，
強調自己一貫反對「港獨」主張，又為
「糟糕的措辭和態度深表歉意」，惟內地
網民表明不會接受。張頤武亦指，對方雖
然在受到廣泛抨擊後作了道歉聲明，「但
他那個聲明裡哪有一絲一毫對自己羞辱故
鄉和同胞的羞愧悔恨？相反，還在用一種
冠冕堂皇的表達敷衍。」他對事件感到悲
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中大校友問啞學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
中文大學學生會聲稱所有學生
都有言論自由，但在行事時就
雙重標準：「港獨」標語覆蓋
整幅民主牆，同時沒有根據規
矩寫上張貼者的學生編號，但
學生會代表遲遲不拆，更派員
「守護」；有學生要在民主牆
張貼反「獨」標語，學生會代
表空群而出阻止。有中大舊生
批評學生會黑箱作業，更質疑
學生會未諮詢學生意見就可
「代表」所有中大學生以至舊
生鼓吹違法「港獨」，反映機
制有問題。
中大新聞系碩士畢業、「民
間監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協
會」發言人蘇子冠近日在中大
學生會的 fb 留言，指自己於 9
月 12 日下午親自致電學生會，
當時一名姓袁自稱中大學生會
代表的男同學接他電話。他提
出了 3 條問題：
「1、中大民主牆上的港獨單
張為何可以貼滿位置而不讓相
反意見有空間張貼？此種行為
等如在面書上洗版，版主可以
移除洗版的重覆（複）內容，
為何學生會不把違規單張移
走？
2、你們學生會已承認港獨單張不是你們
張貼的，而單張上又沒有張貼人的簽署，
學系資料，已違反民主牆規則，為何學生
會不把港獨單張移走？
3、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大畢業生及校
友，但我反對港獨，不要認為只有內地中
大生或街外人才反港獨，你們憑什麼可以
代表作為中大舊生的我去宣揚港獨？」
蘇子冠指，對方承諾會將這 3 個問題轉
交中大學生會外事部，待他們回覆，但他
到昨日都未獲回覆。

閒人代答 互質對方
學生會不敢答，閒雜人等就牙尖嘴利。
「Ryan Wong」 留 言 稱 ： 「1. 已 經 出 左
（咗）通告會移除過多相同內容；3.既然
你是舊生，應當知道學生會透過投票得到
授權，你在一間公司裡只有一年一次股東
會投票授權董事局，董事局的權力也在股
東會上通過，你可以事後不服嗎？」
蘇子冠即反駁道：「 1、但你們當日在
傳媒和內地生面前沒有移除啊，而且還說
這些單張有言論自由，拒絕移除港獨單張
喎 ， 不 要 忘 記 和 否 認 啊 。 2、 你 未 回
答。……。3、就民主牆上允許貼上違法嘅
港獨單張 一事，你們學生會有詢問過學生
的意見嗎？你們學生會有在校園裡進行過
公投嗎？沒有！所以，你們係黑廂（箱）
作業，不代表中大學生的意見。」
他還質疑道：「學生會制度中竟然有的
是必然入會制，成為中大學生的所有人，
包括當時的我，為何沒有可以不加入學生
會的選項？為何必然要給你們會費？你加
入大企業都不會必然踢你入會而不許你離
開，只有黑社會才如此，你們包庇港獨嘅
中大學生會是黑社會嗎？」
「ZE Wong」就挑機稱：「學生會下下
（吓吓）做野（嘢）都要公投咁咪好唔得
閒？選學生會就係為左（咗）授予權力呀
嘛！……你選擇接受中大offer就應該要接受
自己係學生會會員既（嘅）事實。想退出中
大學生會的話應該係要先退出書院學生會，
更簡單既（嘅）方法就係放棄中大學位。」
蘇子冠反駁道：「呢個制度咪係有問題
囉！咪係不民主囉！……任何正常、合理
的會章都不會強逼（迫）人必須入會，連
選擇不入會的選項都沒有，為何強逼
（迫）所有大學學生都必須給你學生會會
費？這種會章及學生會就有問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