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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恐襲」圖製造撕裂
港大學生會拒移除恐累港蒙羞 用簡體字疑想嫁禍內地生

在疑似插贓嫁禍、針
對美國「911事件」的

標語出現前不久，有「獨」派中人在美國
白宮網站發起聯署，要求禁止內地學生赴
美留學。標語出現後，立即有「港獨」分
子呼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註銷內地學生簽
證。三件事的發生時間如此「巧合」，容
易令人聯想到由「獨」派一手策劃，以斷
絕莘莘學子的追夢之路。
在有內地生於校園反「港獨」時，不少「港
獨」分子已聲言要「斷人米路」，稱內地生最在
意的是能否赴外國升學。直至美國時間本月12
日，白宮的「We the People」網站出現由署名
「M.K.」發起的聯署，要求美方「守護美國，
禁止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年輕中共黨員入境」。
通篇聯署用上港式英語，聲言中大有內地生
撕毀「港獨」海報，「打壓言論自由」，但
「共青團對此高度讚揚」，又聲稱有98%內地
學生在14歲已加入共青團，當他們年滿18歲又
成績優異時，更可成為中共黨員。

疑沈校長是黨員暗助中共
聯署又聲稱中大校長沈祖堯是「疑似中共黨
員」，協助數以千計「潛伏黨員」取得在港大
學畢業的身份，而他們申請簽證時不會申報黨
員身份，要求美方阻止他們的「入侵」。
當聯署在一個月內取得10萬個簽名時，美方

就要對此作出官方回應，但截至昨晚9時僅得
900多個簽名。
支持「港獨」的facebook專頁「香港癲佬力

量」就大肆「催票」，表明要「斷中國留學生
米路」，聲言內地生只當香港是「跳板」，最
終都是「情歸美國」，又狂言全球發達國家
「都視共產黨同恐怖份（分）子一樣，係不受
歡迎嘅人」。
昨日香港大學爆出疑似插贓嫁禍的標語後，

支持「港獨」的港大學生會一直不肯清除，大
有讓事件發酵的意味，而作為「港獨」寫手的
「無待堂堂主」盧斯達，就在fb配合道：「可
以告訴美國（總）領事館，香港的中國（內
地）留學生，這樣對貴國的死難者幸災樂禍，
將事件變成外交事件。」（上圖上）多次在網
上散播激進思想的網民「Cheung Ray」 ，敦
促美方要「撤銷支那留學生赴美簽證」云云
（上圖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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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派中人計劃在美
國白宮網站發起聯署，卻遭

不少網民恥笑當中的英文「很爛」，紛紛要求
港校拒絕這些英文差的學生入讀。香港文匯報
邀請了一名資深英語老師點評，拆解內文。老
師指出，內容涉及用錯時態、標點符號及語
法，貽笑大方。
該資深英語老師表示，聯署內容有多個錯處，

包括大題「Defend AMERICA」後，應用full
stop（句號）而非逗號，因與後句「stop en-
trance of…」為兩句獨立句子。而第一段用
「destroyed」（破壞）「港獨」海報是用詞不
恰當，因學生只是將其撕下。
她續指，內文第二段提到「有98%中國學生

在14歲後便會被迫加入共青團」，前句「
joined」（加入）用過去式，後句卻為現在
式，是語法錯誤。
她最後表示，尾段所指的申請工作簽證，應

為「apply for」，文中卻漏了「for」；every
year後亦應是句號。另「 USA should stop
Communists invasion（即美國阻止共產黨入
侵）」中的「Communist」應為形容詞，而非
「Communists」，同樣錯用語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子優

教育的意義不僅
是在於傳授文化知
識，更重要的是在

於導人向善的心靈培育。不過，香港
教育近年屢現歪風，反對派以泛政治
化騎劫了教育的根本，並出現一些聽
似「正義、公允」的歪論，誤導、荼
毒莘莘學子。有網民就模擬了一段強
姦犯與法官的對話，道盡了這些歪理
的荒謬。
在該段於網絡瘋傳的模擬對話
中，包括了「佔中三丑」頭頭戴耀
廷的「違法可以達義」、教育大學
學生會會長黎曉晴在談到校內民主
牆出現冷血標語時說的「道德係無

標準嘅」、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在
「雙學三丑」被改判入獄時說的
「有案底會令人生更精彩」，以至
「法例都冇經我同意去立，我冇義
務去遵守」等等（見圖）。
在網絡上載有關對話的網民

「Evangel Mak」坦言：「明明呢個
係港式笑話，但係睇到想喊。」
他呼籲，倘大家不想香港有這個
結局，就不能再沉默，應參加17日
下午3時於金鐘添馬公園海濱長廊舉
行的「反『港獨』、反冷血、反偽
學——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為
香港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虛擬「官犯對話」
寸爆反對派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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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陳庭佳）繼教育大學早前出現疑

似嫁禍內地生、惡搞劉曉波夫婦的字條，香港大學民主牆前日

（13日）竟出現「慶祝九一一恐襲」的簡體字字條，港大學生會

事發後更拒絕清走。事有蹺蹊地，有「獨」派中人在美國白宮網

站發起聯署，要求禁止內地學生赴美留學，反映該冷血標語或為

別有用心者企圖挑動族群撕裂的手法。社會各界質疑有人企圖插

贓嫁禍予內地生，在校內煽動族群仇恨，又狠批港大學生會堅拒

拆除標語證明其冷血無品，要求港大徹查或報警處理，否則恐怕

令香港蒙羞。

Ying Yeung Chan：九一一就用中文，16就用阿拉伯
數字，真奇怪！只有香港人只會咁樣，講嘢半句係中文，
半句係英文，真係自暴（曝）奇（其）短！
何少麗：大陸（內地）人是叫911，不是九一一，年是

繁體，又想做假抹黑港大內地學生。
Siky Toshiky：普通話讀恐襲好奇怪，正常人會講恐怖

襲擊。
Thomas Yeung ：大佬呀！講左（咗）N多次，大陸

（內地）用熱烈祝賀，又要發簡體標語又唔做research，
pro（專業）少少得唔得㗎？
Cm Tsui：學生會唔拆，又無署名，即是學生會認同！
Wai Kin Cheung：要是要求所有不認是中國人的港獨

份（分）子離開中國，立馬被拆除更不會有人看到。
Alan Wong：因為係學生會掛㗎嘛！所以唔肯拆除囉！
Superwrx Cheng：遲D（啲）可能上面標題寫經濟共
享，做（造）福人民，下面寫打劫金舖，金庫，銀行，打
倒財金集團，咁樣算唔算學術及民主嘅標題？

涉事標語為簡體字的「慶祝九一一
恐襲16周年」前日被揭發貼在港

大民主牆，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稱，
他「個人」不認同有關的言論，但由於
「未有違反」民主牆使用守則，學生會
不作任何行動，堅拒撕走字條。
不過，當有人留下粗口字句的紙條即
被學生會移除。港大校方亦懶理，發言
人僅稱民主牆由學生會負責管理。

內地校友恐挑兩地矛盾
有「獨」派中人「巧合地」同步在美

國白宮網站發起聯署搞事，要求禁止內
地學生赴美留學等等（見另稿）。不少
市民質疑此事是企圖插贓嫁禍予內地
生，製造族群撕裂。
在港內地畢業生聯會主席耿春亞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內地生
一般用阿拉伯數字「911」表達，而非
中文數字「九一一」，因此令人懷疑有
人以此嫁禍內地生，又認為在差不多相
同時間，發生針對內地生的白宮聯署及
港大民主牆事件，令人質疑有別有用心
者企圖藉此挑起港生及內地生的矛盾，
令人擔心情況持續將令兩地分化。
他批評相關字句令人不安，事件亦已
損害校譽，要求港大徹查事件或報警處

理，並按校規處分。

教聯會批民主牆管理差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批評，有關字句

極為無品冷血，因「911事件」對美國
造成嚴重衝擊，傷亡慘不忍睹，字句無
疑影響港大及全香港的聲譽。
他慨嘆近日多間大學接連出現類似在

別人傷口上撒鹽的「小學雞」舉動，令
人失望及憤怒。
他批評港大學生會竟以「無違反民主

牆守則」為由拒絕拆下字句是企圖包庇
此卑鄙行徑。
他強調民主牆有其規範，貼上惡毒字

句極不恰當，必須要將其拆下，否則或
引起外國媒體報道，令香港蒙羞。
他認為學生會的表態反映其對民主牆

管理不善，港大必須嚴正處理，並反
問：「大學是否要等美國拒絕與所有香
港的大學生交流才有所行動？」

陳勇倡警調查無枉無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認為，港大民主牆由學生會管理，理
應負上很大責任，若出現不當內容，應
立即移除甚至報警，但學生會拒拆容易
令人以為張貼者與會方份屬友好，隨時

是繼教大出現簡體字標語後的又一樁陰
謀。他強調不應冤枉任何人，也不應讓
插贓嫁禍者逍遙法外。
他批評，兩年前的所謂「光復行動」

侮辱內地旅客，兩年後這種以地域、族
群分界的人身攻擊已蔓延至大學校園，
呼籲執法部門密切跟進有關行為有否違
反香港法例，以保香港法治之區及國際
都會的形象，否則只會出現「破窗現
象」，令這些行為變本加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直言，對
港大學生會沒有任何行動感到匪夷所
思，並認為「911事件」已過多年，若

將標語看成內地學生拿「911事件」向
美國「抽水」，只會予人插贓嫁禍的
感覺，「打龍通」將責任推在內地生
身上。他又懷疑有校外的幕後黑手在
校內煽動族群仇恨，在本地生與內地
生間製造矛盾。
他擔心接連出現疑似插贓嫁禍的事

件，會對內地生及反「港獨」的學生產
生負面印象，令他們言行的公信力下
降，也令本身不贊成「港獨」但未有發
聲的學生更不願表態，最後令校園出現
只許支持「港獨」的「白色恐怖」，反
對聲音會被打壓得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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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不熟書曝其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港獨」歪風在大專院校愈演愈烈，
民間團體「珍惜群組」昨日到教育局
請願，要求教育局跟進政治立場偏頗
的教科書，以免荼毒學子，又質疑八
大校長縱容學生播「獨」，促請教育
界正視問題。
「珍惜群組」一行17人從九龍塘

港鐵站遊行至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
中心，其間拉起「黃獨罪惡根
源！」、「校園中毒 教育局有責」
等橫額，一路高呼「反『港獨』」、
「反撕裂」、「『港獨』違反基本
法」、「政治不入校園」等口號。

指有初中通識課本有問題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質疑，

教育局多年來縱容政治偏頗的教科書

荼毒香港學子，「令學校淪為
播『獨』的地方！」有出版社
的初中通識教科書，「充斥對
『一國兩制』負面評價持份者
的意見，而書中所謂『公民抗
命』部分更是講大話！對暴行
隻字不提！」
她指，自己曾到非法「佔

中」現場，遭到圍攻，書中稱
的「非暴力、和平表達」根本
是無稽之談，又批評「港獨」分子違
法時「大義凜然」，聲言是為了「正
義」，但要承擔法律責任時又宣稱這
是「政治打壓」，圖為自己的無恥開
脫。
「珍惜群組」更不齒「港獨」學生

的言行，而教協、「支聯會」等以洗
腦形式散播仇視國家、政府和警察的

書本、資料可以進入校園，學校老師
視而不見，故他們強烈要求加入國民
教育科，加強學生的「防獨」意識。
教育局回應指，局方無要求學校在

初中設立通識教育科，亦沒有為坊間
的初中通識教育科課本或與其相關的
學習材料進行評審，又重申課本並非
唯一的學與教資源。

「珍惜群組」促跟進偏頗教科書

■「珍惜群組」一行人到教育局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攝

■「香港癲佬力量」為白宮聯署「催票」。 fb圖片

■■疑似插贓嫁禍疑似插贓嫁禍、、針對美國針對美國「「911911事件事件」」的標語的標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