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退休高
官、專業人士、教育工作者，大多甚少評
論政事，被視為沉默大多數，然而昨日不
少人卻難忍社會歪風，走出來發聲撥亂反
正，其中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更老馬
有火，直斥「港獨」分子黐線，也有退休
大專院長表明不滿有人以學術自由為擋箭
牌煽動違法行為。
現時是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的藍鴻震

憶述，自己在「佔領」行動前曾與戴耀廷
在《城市論壇》上辯論，當時戴耀廷聲稱
「佔中」只是「研究吓」，而且不鼓勵未
成年人士參與，「轉眼間大家看得很清
楚，是誰宣佈去做的？『正式啟動』是誰
說的？」
他強調，港大不能對戴耀廷的言行坐視

不理，應該負起責任，成立獨立委員會調
查。
他指反「港獨」是全港市民、全國人

民、甚至是在港生活的外國人的事，不少
人向他反映「港獨」將會搞垮香港，破壞
百年基業，對此看不過眼，強調香港現時
發展良好，既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可實行「一國兩制」，非常光彩，「搞

『獨立』？你黐線了吧？」
藍鴻震又說，自己在港英時代當了30

多年官員，但自己向前布政司霍德等洋人
上司交代工作時，會表明自己的中國人身
份，他們都予以尊重，而英方當年也曾想
過讓香港「獨立」，最後發覺不可行，
「英國人想清楚覺得不通的事，他們也不
去做，你們這班傻仔是叫香港人去死嗎？
我憤怒就是憤怒在這，你不能叫我們香港
700萬人及子子孫孫去死！」

城大前副校長認同集會主題
前城市大學副校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院長楊健明指，自己從未參加過同類
型集會，但完全認同是次集會主題，也要
為香港前途發聲，故剛下飛機就來到現
場。他強調大學一向重視學術自由，但現
在很多人以此為招牌，作出違法及違背香
港前途的事，對此極力反對。
香港大學名譽教授關品方發言時，引用

魯迅名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
滅亡」，呼籲沉默大多數一定要站出來吶
喊。
法學博士傅健慈指出，香港基本法第一

條開宗明義，說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第十二條指香港是中國的一個享有
高度自治權的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他
又指，香港回歸20年來，大家都見證着香
港繁榮及國家的支持，但可惜別有用心者
鼓吹「港獨」，破壞香港福祉，批評「港
獨」違憲違法，除了違反基本法外，張貼
「港獨」標語更會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
例》中的煽動罪。

■傅健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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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藍鴻震、關品方、楊健明、何君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藍鴻震斥「獨人」黐線

吶喊震維港 革走戴耀廷
何君堯發起集會 4000人盼撥雲見日

■陳恒鑌■左起：侯志強、曾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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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鄭治
祖）「港獨」沒有出路，但有人竟
公然在校園內播「獨」，荼毒下一
代，不少政界人士均站出來發聲，
呼籲各界撥亂反正，並促請港大查
辦違反規則的教師。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周浩鼎指出，戴耀廷是最早走
出來鼓吹「港獨」、教人非法「佔
中」者，不滿這個扭曲法治觀念的
人竟仍能在港大執教鞭，「他誤人
子弟的做法對社會有深入影響，對
大學聲譽亦有好大影響，我們要將
事情說清楚，社會自有判斷。」他
希望港大校方透過文明方式按規矩
辦事，撥亂反正。
周浩鼎指出，最近大學校園內公

然有「港獨」標語、違反道德的言
論，「中國人有句說話叫禮崩樂
壞，反對派竟然以『言論自由』來
為他們開脫，將之做擋箭牌，這是
顛倒是非黑白、指鹿為馬！」
他擔心下一代慢慢接受這一套歪
理，認為是對的，「這樣社會如何
維持基本道德倫理，情何以堪？」
他表示，社會有一段時間被錯誤的
東西霸佔輿論，習非成是，因此希
望透過是次集會發聲，社會才能撥
亂反正。

陳恒鑌：納稅人有權發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

近日的事情困擾香港、困擾市民，
違背了社會的道德底線，更發生在
培育老師的大學內，故他發起網上
聯署，3天內已有逾3,000人簽名。
他說：「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當然想，但咁多年來絕對不是這
樣。」
他不點名批評戴耀廷所作所為是
違背了社會底線，應得到應有處
分，希望港大按照校規去嚴正處
理。
他續指，市民作為納稅人，是有

權發聲，「集會只是一個開始，希
望大家見到這些事情要嚴肅處理，
並非干預學校事務，因為香港是屬

於我們的家。有人要毒害下一代，
大家都要出聲。」

邵家輝：自由並非無底線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指出，有人用無窮無盡方法鼓吹
「港獨」，校方沒理由不知道。
他強調，自由並非沒有底線，

「有人不幸去世竟可幸災樂禍，明
明犯法可以鼓吹，鼓吹又說是討
論，不斷做違法事，將來如要坐牢
唔好問點解。」他強調，「港獨」
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曾樹和侯志強代鄉親發聲
屏山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質
疑，支持「港獨」的學生寥寥可
數，他們憑什麼搞「港獨」，認為
他們受戴耀廷等學者影響，令思想
有問題，又強調絕不能讓外國勢力
借鼓吹「港獨」搞亂香港，「可能
我文化水準不高，但我有一顆中國
心！一顆香港心！」
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指，

新界人本來很少發聲評論政治，但
看到目前的社會及校園歪風，故忍
無可忍要站出來撥亂反正。他批評
校園內的「港獨」文化、粗口文化
及搗亂文化都是為新界人所不容，
「如果想日後成為社會棟樑、有用
的人，乖乖回大學讀書，不要搞亂
社會！如果你在學校浪費光陰，日
後何來知識？何來成為棟樑？你更
浪費父母的金錢、心血和期望！」
因不在港而未能出席集會的工聯

會前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預先錄了一
段片，並在會上播出。他指校園內
出現涼薄字句是踐踏了道德底線；
「港獨」字句則破壞了「一國兩
制」，這些事均令他感到十分痛
心。他呼籲社會大眾為了香港好，
齊齊呼籲他們「收手」。
他續說，戴耀廷過去幾年一直在

大學裡鼓吹「港獨」，更用「言論
自由」來包裝，希望港大正視問
題，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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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學者用其身份去鼓吹年輕人違法，
近日香港各院校亦出現「港獨」標
語，令不少教育界人士不敢苟同。新
界校長會榮譽會長鄭卓標、會長朱景
玄昨日就出席吶喊大會，坦言對校園
風氣感到擔憂，又強調教育工作者應
把正確的觀念教育學生，絕不應鼓動
學生違憲違法。

鄭卓標：宣「獨」須受制裁
鄭卓標表示，自己一直關心青少年

的成長，對「港獨」思潮及大學校園
內出現冷血標語深感擔憂，斥張貼者
置道德於不顧，小部分學生騎劫大多
數學生的意見，把所謂民主、言論自
由凌駕於法律之上，將國家的憲法置
諸度外，嚴重觸犯底線。
他又認為，在中國領土宣揚「港

獨」，必須要接受法律制裁。

鄭卓標又批評，戴耀廷是偽學者，
三年前提倡違法「佔中」已令香港社
會蒙受極大損害，「亂港、亂民
心」，不適宜擔任教授，理應革走。

朱景玄：憂「黑暗的氛圍」
朱景玄形容，現時校園瀰漫的風氣

是「黑暗的氛圍」，情況十分嚴重，
前線校長會員均非常擔憂。
他解釋，心智未成熟的學生在不自

覺的情況下，被別有用心、有既定政
治立場的前線老師影響，令近幾年出
現「只着眼於政治立場，罔顧普世價
值觀」的年輕人。
朱景玄續指，作為教育工作者，絕

不應鼓動年輕人對國家的污衊，必須
要守法，認清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
事實。他又強調，教育工作者應該堅
守向下一代灌輸「和平、博愛、關
懷」的信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場違法「佔領」，令大學校園

由學問之地，淪為政治戰場，「港獨」標語及橫額橫行霸道，冷

血而惡毒的咒罵不絕於耳。不過，「佔領」的始作俑者、「佔中

三丑」之一戴耀廷，至今仍未受法律制裁，其在香港大學的教席

更未見動搖，使其可以繼續以所謂「學者」身份教學生「違法達

義」。昨日有約4,000名市民打破沉默，吶喊「反『港獨』」、

「反冷血」、「反偽學」，要求港大革走戴耀廷，響徹雲霄。發

起群眾吶喊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明言，如果校方聽不到民意，將

會提出司法覆核挑戰其決定。

新界校長會：戴妖禍港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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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穎妍：戴耀廷是「鉛水喉」

昨日天氣既悶且熱，而香港同樣
被「港獨」等「政治低氣壓」

籠罩，但無阻市民走上街頭，以吶
喊、吼叫聲撥開雲霧，令香港重見
青天。
何君堯在吶喊大會上發言時直言，

在2013年戴耀廷提出「佔中」後，香
港走過一段不開心、灰暗甚至絕望的
路，對此感到痛心疾首。
他指自己有勇氣站出來對抗歪風，

是因為不能容許學生被荼毒下去，要
喚醒有良心的沉默大多數，「我們一
定要吶喊！我們一定要咆哮！一定要
革走戴耀廷！」他又痛斥戴耀廷為人
師表，應該滿腹經綸，但卻教人「違
法達義」、教人犯法。

斥200學者本末倒置
他強調，自己是新界原居民，生於

斯長於斯，對香港的感情不比任何人
淺，不希望香港因此而沉淪，「看到
我們的大學生，讀那麼多書，原來只
懂講粗口，當時有嶺南（大學）學生
唱粗口歌，我已經站出來加以糾正，
但給我的所有回應，無一個說學生
錯，只有說何君堯錯，令我在想香港
究竟出了什麼事？後來我再聽到、看
到、經歷到，大家最近也已經見到，
中學的學生會長，說要學做一個不夠
體面的人！有無搞錯！」
何君堯又反擊200多個學者聲稱他

「破壞學術自由」的聯署，批評這些
學者枉執教鞭，枉收由納稅人付的工
資，卻無一個夠膽糾正作出「港
獨」、冷血言行的學生的錯誤，「當
我出來批評戴耀廷時，200多個學者譴
責我，令我覺得不只本末倒置、黑白
不分那麼簡單，而是背後有組織性影
響香港下一代，破壞香港教育，我無
辦法，一定要出來！」

確信集會是好開始
大會指有約4,000人參加，警方就說
最高峰有2,100人出席。何君堯接受傳
媒訪問時認為人數不足夠，但是一個
好開始，又指於本月13日收到港大校
長馬斐森回信，指會按既定程序和政
策處理，但並無說明是否正式接受其
投訴，而他同日已要求對於澄清是否
展開投訴機制，如港大接納投訴，並
按政策和機制去處理，他會歡迎，否
則如港大不接納投訴，也沒有提供任
何表證和內容，校方便要說清楚，而
他屆時會提出司法覆核。
戴耀廷昨日回應稱，尊重何君堯及

其友好的言論自由，但聲稱對方言論
自由有否超越道德底線是「見仁見
智」。他又聲言自己相信校方做法，
自己作為一個「小小大學教員」是
「肉隨砧板上」，最多在紀律聆訊中
「據理力爭」，又對要「勞煩」「政
治力量」打壓他感到「榮幸」。

發聲街坊：戴無師者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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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學子在所謂學者的影響下屢次發
表不負責任言論，校園近年更充斥「港
獨」等違法主張。昨日的吶喊大會尾
段，東江縱隊戰士陳錦友、2011年
「香港人道年獎」得獎人蘇金妹兩位出
席者的發言，把時間追溯回香港抗日時
期，憶起士兵保家衛國，發人深思，台
下掌聲不絕。
曾為戰士的陳錦友，今年已過九旬，聲

音雖然沙啞，但在台上仍然鏗鏘有力地表
達意見︰「主權不容侵犯，『港獨』癡人
說夢！」令一片歡呼聲響徹添馬公園。他
說，每日翻開報紙，眼見「港獨」在大學
校園內瀰漫，自己「整晚也睡不着」，今
天必須要站出來發聲。

回想九七回歸，陳錦友形容是光輝的
時刻。他不解，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為何社會上
還有「賣港賊」。
他堅決反對禍害香
港社會的人，例如
披着學者的外衣、
帶頭違法的戴耀
廷，批評他利用口
號煽動青年違法，
造成社會混亂，理
應革走。
坐在輪椅上吶喊

的蘇金妹亦痛斥港

大執教的戴耀廷卻教壞學生，鼓動學生
反政府，擔心受唆的學生難以投身社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周浩鼎 ■邵家輝

踢走戴耀廷，將香港
社會撥亂反正，不單是
匹夫有責，不少巾幗也

不讓鬚眉，挺身站出來為香港未來發聲。
過去一直靠文字表達意見、少有出席公開
場合的專欄作家屈穎妍昨日也站上台前，
並將「港獨」問題比喻為鉛水事件，指戴
耀廷就像是播毒的喉管，將毒鉛水打進青
少年的心坎及腦袋，呼籲各界像文學家魯
迅小說《吶喊》一樣，喚醒身邊的人，並
以行動阻止「港獨」等禍延下一代的事情
發生。
屈穎妍昨日站台時指出，「吶喊」二字是

魯迅當年要叫醒麻木的人，並慨嘆不知為何
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也好像壞了腦一樣。她
指出，要做一個有勇氣走出來的人非常之
難，「有人話我好勇敢、會發出正氣的聲

音，我覺得好奇怪，為何講正氣的說話，做
正常的人都要有勇氣？所以我要支持他（何
君堯）。」她並指，時常聽到有人叫她與其
3名女兒一同患癌，不明白何以對不認識的
人可以這麼惡毒？
屈穎妍指出，「港獨」問題就好像鉛水事

件，靠過喉管播毒，「戴耀廷就是喉管，將
鉛水入腦入心！」她續說，鉛水事件發生
後，不論建制派、黃碧雲等反對派、獨立人
士及市民也說要將所有毒喉拆掉，但如今校
園內湧現一批批有毒的水，並將之灌入腦
袋，竟然可以默不作聲。

她呼籲各界從即日起問身邊的人，究竟想
要什麼世界，「是否想變冷血的人？現時的
學生為何咁無人性？是否想培訓一批無人性
的人?」她表示，如不希望下一代的教育是
這樣，便應吶喊出聲，尤其是有權力的人，

應運用權力去停止這些事情的發生，將社會
撥亂反正。

女作家女慈善家站台
向來鮮有露面的作家余非亦站台指出，反

「港獨」都是正常人的睇法，是好正常的事
情，「所以今天要撥亂反正、革走戴耀廷，
處理校園內的鉛水事件！」

仁濟醫院董事局前主席、香港善德基金
會創會主席董吳玲玲亦有上台發言，她指
年輕人是未來的棟樑，對社會滿腔熱誠，
但近年部分年輕人慘被利用與誤導，令香
港不少父母的內心非常擔心、無奈、無助
及痛心。董吳玲玲認為必須「撥亂反正，
革走戴妖！」
她又感謝大會搭建平台，讓市民發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鄭治祖）
大學校園內公然出現踐踏人類道德底線
及鼓吹「港獨」的字句，惹來人神共
憤。不少市民均譴責戴耀廷是「港獨」
問題的始作俑者，完全沒有顯示出教師
「傳道、授業、解惑」的應有操守，枉
為人師。有市民表明，一直是沉默大多
數的一分子，今次實在忍無可忍，必須
站出來發聲。
現就讀大學二年級的董同學認為，香
港不可能「獨立」，他亦不支持「港
獨」，因為這對香港將來沒有任何利
益。
他又認為，港大應該革走戴耀廷，

「為人師表不應煽動學生，韓愈《師
說》中提及，老師需要傳道、授業、解

惑，但戴耀廷的核心思想已錯，如何傳
道？」
黃先生指，戴耀廷作為法律教授卻提

出「違法達義」的歪理，不跟隨基本
法。他不明白為何有年輕人支持及相信
他所說的話，「從前我不相信『洗
腦』，現在我相信了，近年的事件亦反
映到香港年輕人質素之低。」
葉女士直言，戴耀廷一直在搗亂香

港，自從「佔中」起便不斷令香港社
會撕裂，禍害下一代，港大應該革走
他。
她續說，許多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容

易受老師影響，加上現時書本上甚少教
育學生國家的觀念，令新一代對國家歷
史認識淺。

盼青年走正路揚正氣
王先生認為，理念人人都有，但現時

的年輕人應深思「港獨」等理念是否正
路，會造成多大的影響等。
他希望社會能弘揚正氣，撥亂反正，

年輕人應該走對社會有好處的路，期望
他們有改正的一天。他亦覺得戴耀廷所
做的事實在過激，「佔中」阻礙廣大市
民，他應該反省。
蘇先生批評戴耀廷一直煽動學生，

「教了什麼學生出來大家也有眼見，可
說是不知所謂！為人師表，反中亂港，
要說他的罪狀實在太多！」他認為年輕
人應該學習知識、創新科技。搞政治、
逢中必反，只會影響學業，「港獨」更

是絕不可能。
馮先生認為，在中國內談「港獨」可
算是叛國，部分人具有策劃性及組織
性，令人擔憂他們有心破壞香港長久以
來的穩定性，必須站出來反對。他批評
戴耀廷不理法律，滿口歪理，不能以身
作則，「這算什麼老師？香港大學應該
革走他！」
周小姐表示，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她
也很少站出來參與集會，但最近大學校
園出現「港獨」標語，加上教大民主牆
張貼的冷血言論，令她十分痛心，看到
時更不禁流淚，故必須站出來反對。她
指小部分年輕人變得十分冷血，為了政
治立場不擇手段，手法十分極端，認為
他們必須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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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與一眾各界名人及組織擬發起反何君堯與一眾各界名人及組織擬發起反「「港獨港獨」、」、反冷血反冷血、、
反偽學反偽學——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昨日有約昨日有約44,,000000個市民打破沉默個市民打破沉默，，吶喊吶喊「「反反『『港港
獨獨』」、「』」、「反冷血反冷血」、「」、「反偽學反偽學」，」，要求港大革走戴耀要求港大革走戴耀
廷廷，，響徹雲霄響徹雲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