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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期望院校踐諾除「獨」

大學校長清「獨」靠自管護自主
劉兆佳：免外力介入釀暴力 慎防校園淪政爭場所

「珍惜」促警拆違法橫幅 免大學淪「黑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近日校

園「港獨」風波不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劉兆佳昨日指出，有學生在校園內張貼

「港獨」標語等並非從學術角度討論，而是

鼓吹「港獨」、挑釁當權者的政治行為，而

近幾年「港獨」議題越加發酵，已嚴重影響

了香港與內地關係，故他贊同十所大學校長

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港獨」，更認為倘

「獨」風在校園蔓延，會讓人失去對大學的

信任，吸引反「港獨」力量及其他社會勢力

介入，令校園淪為政治鬥爭場所，甚至發生

暴力，校長須自行管制，以保護大學自主。

劉兆佳昨
日出席

一個公開活
動後接受傳
媒訪問時指
出，當然任
何問題都可
以作學術討
論，但學生

在大學民主牆張貼「港獨」橫額和標
語，並不是想討論問題，特別不是從學
術角度討論，而是出於不同政治動機，
包括挑釁當權者，或者鼓吹「港獨」。
他坦言，在當前香港的政治鬥爭和政

治敏感情況下，任何「港獨」討論都會
變成「政治鬥爭」，很難從理性、客觀

角度處理，「因此現階段若要在大學校
園進行『港獨』討論，恐怕只會引起更
激烈的政治鬥爭，而不會係心平氣和的
討論。」

勿讓校園變宣「獨」庇護所
劉兆佳分析，目前的大趨勢是「港

獨」行動在社會上越來越難立足，因為
受到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抵制，
相信現在可能越來越多「港獨」現象會
在校園發生，包括學生自己提出「港
獨」主張，不排除是有外來勢力或「港
獨」分子進入校園鼓吹「港獨」，以為
校園是宣傳「港獨」的庇護所。
他強調，倘不清除校園內的「港
獨」，「不同勢力亦可能進入校園，與

主張『港獨』人士鬥爭，甚至引起某種
程度的暴力行為，……令到大學自主受
到嚴重威脅」，因此他支持校長聯合聲
明，要在校園遏制「港獨」，認為「有
助於保存大學的高度自由。」

「獨」發酵禍港 勢難再包容
被問及特區政府曾容許部分人在添馬

公園舉行「港獨」集會，現在卻「連討
論也不容許」，劉兆佳認為，這是因為
「港獨」問題最近幾年不斷發酵，已經
嚴重影響香港和內地、特區和中央關
係，更在香港造成嚴重政治對立分化，
大家都意識到若對「港獨」不加以遏
止，將會捲入新一輪政治鬥爭，不利香
港社會發展。

他說：「即使以前特區政府可能採取
比較包容態度，包括大學本身亦採取比
較包容態度，但恐怕隨着社會形勢同氣
氛不斷變化，這種包容性亦逐步消
失。」
被問到近期的「獨」會否令特區政府
有更大壓力去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劉兆佳認為，二十三條立法是「遠水不
能救近火」，且香港並非無法律處理
「港獨」問題，主要是看政治意志和社
會上的支持度，而現時社會上的「保守
氣氛」正在抬頭，當要求社會秩序的呼
聲越來越大時，就會令「港獨」行為只
能進入校園尋求保護，相信若連校園都
不能容納「港獨」時，「『港獨』問題
會逐步減退。」

主流民意挺中大移除「獨」橫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文

大學校長沈祖堯近日要求學生會盡快移
除鼓吹「港獨」的宣傳橫額，根據「經
濟通×晴報」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發
現，截至昨晚10時半，在參與投票的
993人中，有92%支持沈祖堯的做法，
不贊成者僅8%。（見圖）
不過，部分網民認為中大做得還不足
夠。「左中右」就認為校方跟進得太
遲：「Too Little！Too Late！沈校長
應在大字報一出現之時馬上譴責！指令

馬上清除！今日應由校方即時清除而非
指示『盡快』移除！」「昨日的我」也
說：「理大的做法較為妥當，以保護大
學生為由，一律禁止，做法合理。」

網民批赤裸裸宣「獨」
「昨日的我」還批評道：「中大掛的

『香港獨立』橫額，根本不是甚麼學術
討論，而是赤裸裸的（地）宣傳『港
獨』，正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所
說，這是違反刑事法的。沈校長的做

法，表面上是不干預學生自主，但實際
係沒有作為榜樣，正確指導這班學
生。」
「Orchids」聲稱，「骨子裡他（沈

祖堯）把權留給學生會，是可取的做
法。學生會也應審視一下，雖然言論自
由是合法合理，但這種反抗的効（效）
用不大，懂得進退，才是上策！」
「Nordost」即反駁道：「『……把權

留給學生會……』—中大嗰D（啲）宣
揚講毒（『港獨』）嘅海報有約200張，

不具名，無日期，完全違反
所謂『聞煮牆』（「民主
牆」）守則。請問：學生會
保護呢D（啲）違規海報，
是否濫權？『……言論自由是合法合
理……』—請睇清楚『香港人權法案第
16條』再來討論（請勿宣揚、鼓吹、煽
動、漫（謾）罵……等等。）」

市民批學生會凟職
「六十後男士」更呼籲，「這不是藍

黃（政治立場的）問題，這是中大學生
會凟職，公器（學生專用）私用（推銷
個人理念）問題。中大學生會失職，請
所有中大人不再容忍，立刻召開全民大
會，罷免學生會幹事會，收回幾個港獨
小學雞擅自代表中大港獨立場的權
力。」

■劉兆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少數激進分子騎
劫下，令大學校園「獨」風四起，但反對派以「言
論自由」來試圖為有關人等開脫。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昨日強調，「港獨」與香港的憲制和法律地位完
全不符合，煽「獨」對香港毫無好處。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則重申，十所大學校長已發出聲明，清楚地
表達了反「港獨」的立場，有關看法與政府和香港
大部分市民是一致的，希望各大學都根據該立場去
處理大學校園發生的事。

袁國強：煽「獨」不符港憲制地位
袁國強昨日在回應十大校長發表的反「獨」聲明

時表示，特區政府的立場是很明確的，就是「港

獨」與香港的憲制和法律地位完全不符合，他看不
到在這個時候鼓吹「港獨」對香港有任何好處，
「我希望大家（想想），其實現時香港面對很多不
同問題，我們應否更加聚焦討論其他香港面對的問
題，會更有建設性呢？」
楊潤雄昨日在離港訪京前表示，他上周已接獲39

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就現時大學校園的歪風提出意
見的信件，並已作出回覆。特區政府一直強調，
「港獨」不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實際情況的看法。

楊潤雄挺十大校長反「獨」
他續說，十大校長的反「港獨」聲明很適當，也

很清楚地表達出大學的看法，很清楚地表達反「港

獨」的立場，而該看法與政府和香港大部分市民一
致，是很適當的。局方期望大學會根據該立場去處
理大學校園發生的事，並相信校方有能力管理好校
園內發生的事情，局方會繼續和校方保持聯絡，看
看有什麼地方需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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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卸任
在即，校長遴選委員會明日
（20日）會投票選出學生代
表，以參與新任校長遴選工
作。不過，兩名候選人昨日竟
將選前的諮詢大會當成「批
鬥」園地，不但藉機批評日前
聯署反「港獨」聲明的10位大
學校長，更恃着手握「遴選」
大權向校長候選人施壓，聲言
校長「不適宜公開表達政治立
場」，意圖為「港獨」違法立
場「護航」，言論離譜程度讓
人「大開眼界」。
本屆兩名學生代表候選人分

別為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及
心理學系一年級博士生蘇芷
茵，他們昨日出席諮詢大會解
答學生提問。黃政鍀就提到日
前10位大學校長聯署反「港
獨」事件，稱校長們「在敏感
時刻高姿態表達立場是對師生
『施壓』」，他們不適宜公開
表達立場。
他又自爆自己一旦當選，將

會向候選校長進行「政治審
查」，了解對方遇上同類情況
時會如何處理。蘇芷茵則謂
「（校長）無權判斷何謂學生
『言論自由』，也不是以法律
專業去判斷學生言論是否違反
基本法」，聲稱聯署內容並不
恰當。

有學生指，目前有港大師生
因參與「社運」而面臨刑責，
提問兩人期望新校長該如何取
態，包括應否召開紀律聆訊處
理事件。黃政鍀聲言新校長要
理解學生參與「社運」目的
「不是為了自己」，並「警
告」新校長若考慮召開紀律聆
訊要三思。

促校長「死攬」戴妖
他又提到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發起罷免港大教授戴耀廷事
宜，稱「唔係外界覺得教得唔
好、教得唔啱就要向教師展開
紀律聆訊」，簡言之就是要求
校長承受一切外界壓力，不分
是非「死攬」到底。
黃政鍀其後亦對校方國際化

策略指手劃腳，以內地生比例
多、開辦深圳醫院及浙江研究
院等所謂「例子」，批評校方
把港大「中國化」，聲言新校
長要對上述狀況「有睇法」，
更謂「如果（新校長）覺得無
問題，我會好失望」。

稱願做「馮敬恩二世」
蘇芷茵則提到港大校委會否

決任命陳文敏事件，竟稱如有
必要願意成為「馮敬恩二
世」，不顧保密原則也要堅持
洩露會議機密，還學生所謂
「知情權」云云。

兩生競港大遴選委 揚言「政審」準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中文大學學生於民主牆張貼
單張必須署名，否則要予以清
除，這是該校學生會連日聲稱會
「嚴格遵守」的民主牆使用守
則。不過，民間組織「愛護香港
力量」成員日前帶同「這裡就是
中國」標語到中大示威，發現民
主牆的「港獨」海報上除了「狗
屎不如」四字外，未見任何簽名
也能保留，狠批學生會成員有
「法」不依，雙重標準。
中大校園自開學日以來，突然
出現多項「港獨」文宣，包括在
文化廣場上懸掛的「港獨」橫額
及民主牆的海報，至今無人承認
責任，當然也沒有人簽名「認
頭」，中大學生會卻以保護「言
論自由」為由拒絕校方清除。

貼單張須署名有「法」不依遭質問
後來，大批中大學生發起
「CUSU IS NOT CU」活動，
一人一海報表達出「中大學生會
不代表中大」的強烈意願，此時
學生會卻又突然搬出「使用民主
牆守則」，強調學生張貼單張必
須署名，否則予以清除，明顯是
為自保而「搬龍門」。
「愛港力」昨日上載一段影
片，顯示他們日前到中大示威
時，清楚看到民主牆上的「港
獨」海報並沒有任何署名，卻見
上面寫有「狗屎不如」四字。
有「愛港力」成員不滿違規海
報為何一直貼在民主牆上，立刻

上前質問當值學生會成員，並把「這裡就
是中國」標語蓋在違規海報上，讓一直有
「法」不依的學生會代勞「執法」，但片
段未有紀錄事件往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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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獨」是「失敗者思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大學校園播
「獨」問題嚴重，除了中大學生會近日「死守」不
明來歷「港獨」文宣外，多所學生會均曾協助激進
「本土派」組織寄賣「港獨」物品，惟恐天下不
亂。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李國章認為，問題癥結源
於不少香港學生各方面的競爭力不如內地學生，差
距之大驅使一些本地學生存心逃避「唔同你玩」，
結果衍生出「港獨」這種「失敗者思維」。
李國章昨日接受英文電視節目《清心直說》訪

問，剖析個別本地學生支持「港獨」原由，「（理
由）非常簡單，我們大學的年輕人無法跟內地生競
爭，不論獎學金還是獎項，內地生都遠勝。與其更

盡力玩這『遊戲』，或加強競爭，香港學生說我不
再跟你玩，我們要逃跑，我們要獨立於你們。」
他坦言，這基本上就是失敗者思維（mentalily of

losers），也是多間大學校園接連出現「港獨」標語
的一大原因。

煽動非「學術討論」
李國章強調，香港跟內地關係密切，食物及食水均
來自內地，討論「港獨」根本沒有意義。尤其「港獨」
標語明顯具煽動性，不屬於學術討論，張貼更是違反
基本法，強調校方有責任告訴學生對錯，應移除有關
違法標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仲綺）香
港多所大專院校在
開學至今，校園範
圍及民主牆曾分別
出現違法「港獨」
的橫幅及標語。有
民間團體昨日到政
府總部外遞交請願
信，指由開學至今
已有兩星期，但校
方 未 有 更 正 煽
「獨」的錯誤思
想，也沒作嚴肅跟
進，故要求警方到
校園拆除違法橫幅
及標語。
「珍惜群組」

約20名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外示威，指近日各大學
校園出現不知來歷的違法違憲「港獨」橫幅及標
語，質疑連閒雜人等能夠任意進入大學，唯獨警察

不能進入大學執法，拆除違法橫幅及標語，要求保
安局跟進，以免大學淪為無法令警方執法的「黑
竇」。

針對
香港社
會近日

出現的「港獨」思潮，著名香
港史專家、嶺南大學榮譽教授
劉蜀永昨日指，自2012年開
始，香港少數學者開始鼓吹本
土分裂史觀，有意曲解香港歷
史，致使一些香港年輕人思想
混亂。「香港的歷史教育嚴重
缺失，再加上社會對一些香港
青年人的激進行為過度容忍，
造成社會亂象。」他認為，只
有加強香港的歷史和基本法教
育，正確理解香港在國家的歷
史定位，「一國兩制」才能順
利實施。
劉蜀永昨日受邀南開大學，

並在歷史學院為學生上了一堂
精彩的香港歷史課。他表示，

香港需要加強香港的歷史和基
本法教育，而內地部分人當前
對香港的認識也存在誤解，應
多了解香港歷史。兩地青年在
網絡和現實的接觸及互動中，
應少一些情緒化言論，彼此增
進正面的了解。
他強調，事實上，香港在中
國歷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不
能因為遇到一些曲折就對香港
未來失去信心，故此，應正確
了解香港的地位和優勢，這對
實施和堅持「一國兩制」很有
益處，亦有助於消弭「港獨」
思潮。國家發展和香港發展是
「命運共同體」，兩地民眾都
有責任對「一國兩制」的實施
貢獻一己之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李柏濤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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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群組」昨日到政府總部外示威，要求警方進入大專院校執法，拆除違法「港
獨」標語。

識歷史定位 助消「獨」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