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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揚正氣

各界促各大：堅定反「獨」效理大

教界認同讚賞 護學生遠離「獨」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鄧學修）理工大學採取
果斷行動，移除學校民主牆有關「港獨」的標語，香
港各界人士紛紛點讚，讚揚校方及時拆「獨」，盡了
校方應盡的責任，堅決制止「港獨」思潮在校蔓延。
他們希望其他院校能效法理大，從保護年輕學生的立
場出發，是非分明，杜絕校園播「獨」，令大學回歸教
書育人正軌。

王國強：規矩界線定得清楚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永遠榮譽主席王國強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理大的做法果斷，將規矩和界線定得清清楚楚，明確
表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有效防止「港獨」繼
續滲入校園，從而保護學生，以免他們觸犯法例。
他批評意圖圍堵校長室的學生處事衝動，並強調每間
學校都有各自的規矩，理大亦是按規矩辦事，希望學生
不要濫用言論自由，從而作出違法的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
支持理大主動拆「獨」，在適當的時候正本清源，盡了
學校應盡的責任。作為教育機構，應盡教育下一代的責
任，是其是、非其非，保護學生不走向違法犯罪的道
路，不能向學生傳遞錯誤的信息，值得其他院校效法。
就有學生指稱「不排除圍堵校長室」，他認為年輕人
不應以壓力、非理性的暴力解決問題，希望同學們保持
冷靜克制，不要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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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香港多所大學民主牆遭捲入違法違憲「港

獨」標語危機。其中，理工大學在尊重及遵守基本法的原則下，果斷將在民主
牆零星出現的「港獨」標語拆除，以免違法思想蔓延，更表明相關標語及宣傳
品如再出現，會繼續「拆無赦」。有教育界人士認同理大的做法，既合法亦合
理，並讚揚其是香港各所大學在面對類似問題時做法最正確的，可有效避免學
生接觸違法思想及主張。他們又慨嘆少數大學生橫蠻搞事，更擔心立法會補選

■理大激進學生組織「理事亭」日前圍堵大學管

將至，不排除有激進派分子乘機挑起矛盾以至採取激進行動，以招攬年輕人加 理層所在的大樓門口，威脅管理層人員與他們對
入，校方不能不防。
話。
fb截圖

少數無視法律及國家主權的「港
獨」分子，連日「進攻」多所

大學的民主牆播「獨」，而涉事大學
的學生會則肆意曲解言論自由，圖包
庇這些違法違憲「港獨」標語，更以
不同的行動向校方施壓，令部分大學
的掃「獨」工作陷入僵局。

掃「毒」堅定 即貼即拆
在理大，聲稱由理大生組成、但
所有行動均有校外政團身影的組織
「理事亭」，早前在民主牆貼上「香
港獨立」等字句。校方在發現後已迅
速將之拆除，並與管理民主牆的學生
會臨委會溝通，指如再有有關標語及
宣傳品出現於學生會民主牆，校方亦
會按上述原則拆除，以期保護學
生，以免他們有可能觸犯法律。

激進組織圖衝校長室
不過，張貼違法標語的組織死心

不息，前日更煽動同學及校外政
團，意圖進入大學行政大樓衝擊校
長室「聲討」，但遭大學保安阻
止。就現場照片所見，行動只有寥
寥數人參與，當中多人更非理大學
生。理大曾提出與當中的理大生對
話，惟「理事亭」卻堅持讓校外政
團及記者參與，最終會面告吹。
理大前晚就有關行動發表聲明，強
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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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基於這些原則，校方會拆除所有在校
內的相關標語及宣傳品。
理大強調，校方的目標並不在於
懲處張貼橫額或告示的學生，但作
為教育工作者，有責任向學生說
明，言論自由亦有其限制，包括不
能帶有冒犯、侮辱或鼓勵他人犯法
的內容。
發言 人 強 調 ， 校 方 鼓 勵 師 生 尊

重和遵守基本法，亦希望教職員
和學生均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
表達意見，無論師生就任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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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發起行動的「理事亭」，理大
坦言對其代表性存疑，但管理層亦
決定修改既定日程，應邀與其中的
理大學生開會解釋校方立場，惟學
生臨時要求校外人士參與，校方對
此極有保留，並對有關學生選擇放
棄對話深表遺憾，並呼籲學生透過
正常渠道如學生會反映意見。

教育界讚立場「最正確」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認為，理大
校方的做法及回應是眾多大專院校
中「最正確」的，一旦民主牆上涉
及違法言論及主張，所有大學都理
應即時處理，因違法言論沒有任何

學術討論及言論自由的空間，而「港
獨」印刷品亦有煽動的意圖，形容理
大的做法「既合法又合理」。
就有組織稱要「聲討」校方，胡
少偉指，現時不少學生喜歡參與激
進行動，又擁護暴民政治，有意搞
事，並試圖挑戰校方底線，慨嘆指
這些大學生「沒有最差、只有更
差」，更擔心多區明年會舉行立法
會補選，不排除有激進派分子乘機
煽動學生參與激進行動。
中學校長林日豐相信，理大的做
法是以保護學生為原則，以免他們
有機會違法。他提到，既然說民主
牆是由學生會「管理」，他們就應
當妥協處理，更要了解若民主牆涉
及違法言論，一旦被追究，或許會
惹上麻煩，身為學生未必有能力應
付。他認為學生應保持理性向校方
反映意見，不應試圖通過衝擊和圍
堵的方式以達到目的。

學生組織
「理事亭」
狂撐
「獨」
理工大學學生會因

 & 早前的選舉無效，今
年度幹事會從缺。在
近日「獨標語」事件中，突然有極少數


學生組成所謂的「理事亭」，更與大批
校外政團成員在校播「獨」。該組織日
前舉行記者會宣揚「港獨」，在場「聲
援」其他包庇「港獨」的大學學生會。
據報，「理事亭」被指與反對派的職工

■激進學生組織「理事亭」日前要求理
大管理層交代拆除「港獨」標語原因，
惟示威者只有寥寥幾人參與。 fb截圖

盟有所關聯。

由「落莊」激進學生組成
「理事亭」雖自稱為「由理工學生自
發組成、各成員平等參與的校內組
織」，惟毫無代表性，一直勾結校外政
團干預校政，組織中確認為理大學生的
成員，主要只有理大學生會前會長黃澤
鏗及前校政秘書鄭國明，於「落莊」後
不甘寂寞繼續搞事。
兩人過往發表過不少激進言論，如理
大校董劉炳章在該校民主牆張貼文章，
批評在理大任教、現「熱血公民」主席
鄭松泰言行激進、鼓吹暴力，包括支持
旺角暴亂、鼓吹「港獨」等，黃澤鏗就
稱這是對教員的思想、政治「審查」及
「打壓」，「干預學術自由」。
在網媒撰文時，黃澤鏗雖稱自己走
「和理非」路線，但「和理非」可與
「勇武」合作，又曾辱警指「黑警係要
落地獄」。在反東北發展時衝擊立法會
的 13 名示威者被法院改判監禁後，他
參加了所謂「支持所有蒙受囚禁的政治
犯聯署聲明」的聯署。

施榮懷：盡了學校應盡責任

鄭國明也參加了是次聯署，又曾在網
台節目中指稱，目前的傳統反對派不夠
激進云云。
「理事亭」一直與另一團體「工學
同行」一同在理大搞事，更一起發表
新聞稿及「行動預告」，而「工學同
行」包含了多個職工盟屬會，關係耐
人尋味。

與校外反對派政團有關聯
「工學同行」聲稱是個「大專學生
關注勞工的組織」，是由八所大專院
校的學生組織、社工學聯、香港物業
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飲食及酒店業
職工總會所組成，其中香港物業管理
及保安職工總會、飲食及酒店業職工
總會均為職工盟屬會，明顯是職工盟
的關聯團體。
但事實上，「工學同行」也絕非單純的
勞工相關組織，例如在「瀆誓四丑」劉小
麗、姚松炎、羅冠聰及梁國雄喪失議員資
格後，該組織在facebook專頁發帖呼籲
網民參與集會，要「發聲」和「反擊」云
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王惠貞：果斷拆「獨」保護學生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王惠貞表
示，理大果斷拆「獨」，是正確、負責的做法。任何宣
傳「港獨」的標語，都是違反基本法、違反國家憲法的
行為，將受到法律的制裁，理大及時「拆獨」的行動，
充分保護了學生，以免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希望其他
院校效法理大的做法。
她直言，「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在學校的管轄範
圍內不應出現任何違法事件，否則校方亦須承擔一定法
律責任，希望學校訂立清晰的規矩，不能讓學生動不動
就高呼「圍堵校長室」，不能縱容學生有任何過激的行
為，又寄語學生時刻保持理性冷靜，多修煉自己，從而
明辨是非。

彭長緯：違法言論理應禁止

全國政協委員、中產聯盟主席彭長緯認為理大的做法
合理，並強調「港獨」並無任何可討論的空間，就如
「行刺特首」、「放炸彈」等違法言論及行為一樣，應
當全面禁止，又認為各大院校民主牆事宜已擾攘多日，
希望警方能夠盡快採取行動，遏止「港獨」在校園繼續
蔓延。他直斥意圖圍堵校長室的學生不了解法律和自由
的基礎，亦欠缺基本的道德底線。

馬浩文：望學生理性表訴求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認同理大的做法，正如若有人
在校內揚言「要殺死某人」，相信學校也會採取行動阻止，可見理大
的做法是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是希望正確指導學生。
談到有意圖圍堵校長室的學生，他認為近年社會充斥不安和負面情
緒，是源於有人濫用圍堵、惡意中傷等方法表達意見，這些都是不理
性行為，希望學生能夠從合法、理性的途徑表達訴求。

中大副校長澄清「不拆標語」誤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中文大學自
開學日起被掛上「港
獨」文宣，校方拆除
後又有人重掛，學生
會上周以「要求校方
保障言論自由」為藉
口，拉攏其他大學的
學生會約 40 多人圍堵
■中文大學副校長吳
學生事務處 6 小時，
基培。
其後聲稱校方承諾
「未有共識之前不拆除文化廣場的（港獨）展
示品」。當日被圍苦主之一、中大副校長吳基
培昨日撰文澄清，指該說法與事實不符，又強
調學生會要承擔責任，清除違反守則的匿名宣
傳品。

學生連同「校外人」圍事務處
在圍堵事件發生後，吳基培指，很多朋友透
過不同途徑問他當天具體發生了什麼事，部分
人更認為大學對學生應該「企硬」，不應姑
息。吳則認為「溝通比對抗更有助解決問
題」，可惜當日除了中大同學還有不少「校外

人」，對方「情緒高漲」，很難在那個場合作
理性討論。
他強調，校方有法定責任管理校園，大學授
權學生會管理文化廣場及民主牆等設施，既是
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尊重校園言論自由的體
現，同學擁有管理發表意見場所的權力，亦須
承擔相關責任，切實執行他們自行訂立的守
則，確保同學的意見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有秩
序地發表，遇有違反守則的匿名宣傳品，理應
清除。

達成「溝通之前不拆展示品」
吳基培透露，當日他與同學站着對話很長時
間，過程中對方提出不同的要求，最後他同意
在一星期內再安排時間由校方代表與同學溝
通，校方與學生會「溝通之前不拆除文化廣場
的展示品」。
由於場面混亂，被說成為「未有共識之前不
拆除文化廣場的展示品」，這與事實不符。
是次圍堵事件，吳基培承認在走廊被困 3 個
多小時，有同事更被困了 6 小時，他坦言「這
次經歷真的不好受」，但「沒有動搖我們要與
同學坦誠溝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