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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怒撕中大「獨」海報
民間組織示威貼標語 宣示港是中國不可分割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中大校園出現來歷不明「港

獨」文宣，校長沈祖堯要求拆除合情合理，學生會卻充耳不聞

兼極力包庇，不斷挑戰各界耐性與底線。多批市民眼見學生會

無心履行管理民主牆職責，昨午先後自發到中大文化廣場「代

勞」撕掉海報，其後再有民間組織到場示威，並將「這裡就是

中國」標語貼上中大民主牆，以宣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

分。一直對牆上外來物視若無睹的學生會此時竟想選擇性「執

法」，導致雙方一度爭執。最終警方接報到場處理事件。

昨午，先後有三名市民到中大
文化廣場撕掉「港獨」海

報，最早的一名男士約下午一時許
到達，他未有說明來意，僅稱「我
同意呀，所以才撕掉」；另外，一
名男子自稱公眾人士，表明不贊成
海報內容於是撕走。
後來，再有一名白衣女士將民主
牆上整幅「港獨」海報清除掉。有
當值學生會成員企圖上前追問，女
子未有理會登車離開，約兩分鐘後
該車折返，車上男司機開窗並大叫
「英國走狗」。
隨後民間組織「愛護香港力量」
（愛港力）一行約十人，至下午近3
時許手持「這裡就是中國」標語到
中大文化廣場抗議，不滿學生會將
「討論」與「『港獨』宣傳品」混
為一談，要求立刻把來歷不明的
「港獨」文宣拆除。

愛港力：「港獨」是煽動非討論
有「愛港力」成員表明：「如果
你掛的是『可不可以香港獨立？』
就叫討論，『香港獨立』是煽動，
不是討論！」另有成員質疑：「無
人認同（「港獨」），你卻要保
護；校長叫你拆，你又唔拆」，狠

批學生會不知所謂。
後來，「愛港力」成員把「這裡
就是中國」標語貼於「民主牆」
上，學生會成員見狀上前阻撓，
雙方一度對罵與推撞，有保安上
前阻止時不慎跌倒，需報警處
理。
警方發言人回覆，昨日下午4時許

接獲馬鞍山分區一院校的保安員報
案，指有十人在校內企圖拆走一橫
幅以懸掛另一橫幅，並與保安員發
生爭執，遂要求警方協助。
警員接報到場後，有關保安員自

行處理事件。案件列作糾紛處理，
無人被捕。

網民讚「撕得好」「剿獨禍」
先後有市民自發到中大清除「港
獨」海報，大批網民大讚「撕得
好」。網民「遊鯤」直言：「移除
不合憲法的煽動性標語是每個人的
公民責任，盡公民責任何罪之
有？」「Frank Ho」亦指：「清沼
（剿）獨禍，人人有責！」
「Boontong Tnay」則強調：「布

條寫的『香港獨立』 應加上問號或
『可不可以』才算是討論」，批評
只有學生會仍在執迷不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表示，「港獨」絕對違反基本
法，亦期望大眾放下爭論，無謂不必要地在
社會上造成分化和對立。另外，前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亦表明不支持「港獨」，又
認為近日大學校園內出現「港獨」橫額，不
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內，直言「自己作為香港
人會感到不開心」。
十間大學校長前日發表聯署聲明，立場堅
定反對「港獨」，並譴責濫用言論自由的行
為。對此，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前日開腔支持
有關聲明是「訊息正確」。
陳茂波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指出，十大院
校校長的聲明都非常清楚，「港獨」是絕對
違反基本法，又強調他不支持「港獨」，而
張建宗亦在早前說明政府的立場。他期望，
大眾可以放下爭論，無謂不必要地在社會上
造成分化和對立。
出席同一個公開場合的前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亦指，他不支持「港獨」，而香港
有言論自由予港人發表言論，但他觀乎近日
大學校園發生的事，直言「此等已不在言論
自由的範圍」，所以他作為香港人感到不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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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
多間大學民主牆捲入違法違憲「港獨」
標語危機，十間大學的校長及社會各界
都堅決向「獨」說不。不過，有前學生
會成員昨於《城市論壇》繼續為校園播
「獨」開脫，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
阻撓校方掃「獨」。身為中大校董會成

員的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反
駁指，在校內討論「港
獨」與鼓吹「港獨」是兩
回事，批評有學生偷換概
念，重申學生會必須拆除
有關標語及橫額。教育評
議會主席何漢權強調，
「港獨」違反「一國兩
制」，社會絕不接受學生
播「獨」。
劉國勳、何漢權、教大

前學生會副會長許峰銘和
中大前學生會會長張秀賢
昨日一同出席港台節目

《城市論壇》。許峰銘在台上妄言「港
獨」關乎香港未來，「是2047年其中一
個option（選項）」，反問社會「是否
不容學生討論思考」。張秀賢亦狡辯稱
展示橫額是學生「言論自由」。

分裂國家言論超出自由範圍

劉國勳隨即反駁指，「港獨」絕非香
港前途選項，「討論」和「鼓動」是兩
回事，任何分裂國家言論都已超出言論
自由的範圍，批評有人「將鼓動包裝成
討論」。他提醒學生，任何濫用言論自
由的播「獨」舉動，都可能要負上法律
責任，不應以身試法。
劉國勳又提到，中大民主牆的「港

獨」橫額和標語都鼓吹「港獨」，涉事
橫額都未有附上署名和日期亦已違反民
主牆規則，學生會必須主動清走。
其間許峰銘反問學生就「『港獨』發

聲犯咗邊條法？」劉國勳即回應指，已
違反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令
許峰銘一度口窒窒。

何漢權：標語挑戰社會底線
何漢權亦強調，「港獨」違反「一國
兩制」，雖然社會難以管制學生在課室
內私下討論，但他重申言論自由有底

線，學生必須自律。他批評近日大學民
主牆多次被播「獨」和出現泯滅人性的
冒犯標語，這都是在挑戰社會的底線，
亦令人失望，提醒學生不應破壞國家及
香港社會的穩定。
就有學生聲言社會打壓學生的「言論

自由」，何漢權指出，法國哲學家伏爾
泰的名句「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會
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並不適用
「港獨」議題上，「我唔會誓死捍衛你
表達（「港獨」議題）權利。」
他並引用乘飛機作例：「如果上機
後，你同人在機上討論製造炸彈，還可
以說是言論自由嗎？」
不少在場觀眾都認為「港獨」違法，

批評中大等學生會至今仍不願主動拆除
違法標語，質疑學生會「是否認同這些
標語」，並批評他們管理民主牆失責，
校方應收回學生會的管理權。有市民認
同十大校長反「港獨」的立場，認為可
向大學師生釐清校方立場。

煽「獨」非言論自由 劉國勳：須拆標語橫額

■何漢權(左)及劉國勳指出「港獨」違法，已不在言
論自由的範圍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到中文大學民主牆反「港獨」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警方昨日接獲中大保安報案，到場處理糾紛。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愛港力」成員把「這裡就是中國」標語貼於民主
牆上，以示對「港獨」文宣的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市民自發到中文大學民主牆反「港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發起集會，要求香港大學辭退違
法「佔中」發起人、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四千市民
踴躍出席，群情洶湧，發出代表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的強
烈呼聲。廣大市民之所以強烈要求港大辭退戴耀廷，是
由於他身為大學副教授，打「教育」、「學術」的旗
號，以「教學自主」、「學術自由」的名義，大搞政治
活動，把大學講堂變成肆意煽動違法、煽動社會動亂之
地，損害校譽，荼毒學生。他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喪
失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資格。港大要摒除泛政治化歪
風，讓學校回歸教書育人的正途，就應該順應主流民
意，把戴耀廷等「違法教師」清除出去，真正實現「教
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日前發起全民聯署促炒戴耀廷的
行動，得到了超過8萬市民的簽名支持；昨日的集會
雖然天氣炎熱，但也有四千多名市民參加。聯署和集
會匯成洶湧澎湃的民意潮流，強烈要求港大盡快辭退
戴耀廷，清除校園泛政治化的歪風，還莘莘學子專心
求學、健康成才的良好環境。原因很清楚，戴耀廷雖
然是披學者的外衣，具有副教授的頭銜，但他的所
作所為，完全是一個在大學校園裡，利用所謂的「學
術及言論自由」做掩護，打「教育」的旗號，大肆
進行政治活動的政棍。

早在學生期間，戴耀廷就熱衷政治活動，擔任過港
大學生會的外務秘書，經常與政客接觸；畢業後，戴
耀廷追隨反對派的重要人物李柱銘，擔任過李的助
理。近年來，戴耀廷更是在外部勢力以及香港反對派
的支持下，在大學校園裡面大搞政治活動。據傳媒報
道，戴耀廷曾經多次出席美國國務院轄下的國家民主

基金會及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在香港所舉辦的論壇及
活動。戴所在的港大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
心，更成為了外部勢力資助的對象，戴耀廷利用這些
平台，進行政治活動，鼓吹「違法達義」並策動了香
港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違法「佔中」，對香港的法治
和經濟、民生造成重大損害。違法「佔中」失敗之
後，戴耀廷又變本加厲地以學術研究為名，插手選舉
等政治活動。他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拋出所謂
「雷動計劃」，到處游說反對派政客參與，儼然要做
反對派協調參選的共主。這些事實都說明，戴耀廷根
本就不是一個正當的學者，而是打教學與研究的旗
號，大搞政治活動的政棍。

而且，戴耀廷作為法律系的教師，以教法律為名，
用顛覆法治的歪論給學生洗腦。他不教導學生樹立法
治精神，卻鼓吹什麼「公民抗命、違法達義」，向年
輕人散播「犯法不犯罪」的荒謬觀念，鼓動青年違法
上街，擾亂社會正常的秩序，使到部分學生受其蠱
惑，走上了違法的道路，甚至有個別學生還參與了旺
角暴亂，受到法律的懲處而前程盡失。試問，如果還
讓戴耀廷這樣的政棍兼違法煽動者，霸佔大學講堂，
繼續荼毒學生，那麼，堂堂的大學校園還能夠履行正
常的教育職能嗎？大學還能夠培養出法治精神的繼承
者和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建設者嗎？

廣大市民要求港大辭退戴耀廷這類不務正業的害群
之馬，正是希望港大作為百年名校，能夠清除校園的
泛政治化歪風，維護港大的學術地位，讓港人的未來
一代在港大專心攻讀、發奮成才。期望港大管理層能
夠聽到這些代表主流民意的強烈呼聲。

必須逐戴耀廷出校園 不能任其再荼毒學子
上周六在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舉行的電

子音樂節，先後有4名青年男女昏迷送院，
當中1人不治。令人吃驚的是，警方在場檢
獲小量毒品，並在部分事主的尿液中驗出
毒品。這宗慘劇令人扼腕，令美好的公眾
文娛活動蒙上陰影，當局應盡快徹查事
件，並向相關人員和機構問責，避免大型
公眾文化娛樂活動受到毒品活動的滲透。
雖然在警方嚴厲打擊和各界不斷宣傳下，
近年本港吸毒人數呈下降趨勢，但此次事
件向社會發出警號，鏟除毒品禍害的工作
一刻也不能鬆懈，必須從供應和需求兩方
面雙管齊下，除了對毒販要施以重典和加
強執法，還要加強宣傳，令市民尤其是青
少年自覺抵制毒品，方可讓社會不受毒害
並確保青少年健康成長。

目前，警方仍在調查4名青年男女傷亡的
原因，從現有證據來看，部分傷亡原因或與
吸毒有關。這場號稱世界級戶外電子音樂節
的「Road To Ultra」，過去曾被指是毒品氾
濫的溫床，部分人為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會
通過吸毒來進一步增加快感。據報道，2015
年，美國有機構向參加Ultra音樂節的人士
進行問卷調查，在145名參與調查的人士
中，有72%人承認曾服食毒品，而且此前也
不乏參加音樂節的人士吸毒身亡的個案。這
次音樂節在本港舉行之前，主辦方曾公開宣
稱對任何毒品都是「零容忍」，顯示其對於

音樂節涉及毒品的風險並非一無所知，但最
終未能防止是次慘劇發生，主辦方疏於管理
的責任難以推卸。

在西九龍文化區這個香港最重要文化設施
上舉行的活動，居然會受到毒品滲透，並且
出現傷亡事件，令香港聲譽受損，也向社會
敲響警鐘。政府有關方面應展開調查，了解
主辦方是否有採取足夠的措施防止毒品進入
會場。如果是主辦方有疏忽的話，就必須追
究其責任。今後，西九文化區提供場地舉辦
活動，不能僅僅進行一般的行政、後勤等服
務，而應負起更大的安全責任，確保這個香
港重要的文化品牌，不會因為類似意外事故
而受到損害。

此外，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統計顯
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吸毒人數較去年同期減
少23%，首次呈報吸毒人數也較去年下跌
30%。但首次呈報吸毒人數中一半為21至
35歲的青年，顯示有關方面需要繼續關注這
個年齡組別的吸毒問題。調查顯示，青年吸
毒主要是受朋輩影響或缺乏家人關愛所致，
當局應加強推廣社區關懷文化，幫助青少年
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從根本上消除
吸毒的土壤，執法部門更應繼續加強打擊毒
品罪行，防止毒品流入本港，並從教育和宣
傳等方面加強預防，在供需兩方面同時展開
綜合治理，達到標本兼治，確保香港社會的
健康發展。

音樂節涉毒必須徹查 鏟除毒禍不容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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