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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抹黑禁「獨」校長
政界促勿以「學術討論」轉移視線 須遏歪風阻害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多間大學校

園近日出現「港獨」橫幅

及標語，一直不忘對香港

內部事務指指點點的「末

代港督」彭定康（肥彭）

昨日在港稱，追求「港

獨」是錯誤的，但又稱很

難阻止學生去討論一些他

們想討論的問題，而禁

「獨」並非大學責任云

云，又「提醒」各大學校

長維護自治權，不要讓大

學變成「政府一部分」。

政界人士批評，播「獨」

違反基本法，衝擊「一國

兩制」，破壞中央與香港

的關係，危害香港發展，

大學校長有責任遏止這股

歪風，避免校園淪為政治

鬥爭的場所。彭定康的說

法，是試圖抹黑有意禁

「獨」的各大學校長。

特首：院校拆「獨」品屬應有之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各大

學校園「獨」風未息，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指出，有關「獨」標語、橫額等
違反基本法，是有組織甚至有系統地張
掛在校園內的，意圖衝擊「一國兩
制」，破壞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不
利於香港發展，故十大校長發表聯合聲
明提醒學生是應有之義，要拆除這些橫
額、標語亦是應有之責。她呼籲社會各
界冷靜，要是其是、非其非，不要將香
港推到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
力和香港特區基本法權威、破壞社會安
寧、踐踏文明社會底線的危險邊緣。

批以「言論自由」為播「獨」開脫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向傳媒指出，
各大學已開學超過半個月，但部分校園
內仍然因為「港獨」的議題未能夠安靜

下來，她對此感到非常擔心，並批評有
人以「言論自由」、「學術討論」來為
有關人等播「獨」開脫，是在混淆視
聽。
她指出：「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有組織

甚至有系統地把一些『香港獨立』的標
語、一些橫額在大學校園裡張掛。我覺
得這種已經是脫離了所謂『講一講都不
可以？』這種說法，明顯正在衝擊『一
國兩制』，違反基本法，破壞中央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不利於香港發
展，所以必須要停止。」

支持校長發聲 提醒學生有責
林鄭月娥提到10間大學的校長此前發

出聯合聲明，清楚表明他們不支持「港
獨」，並提醒學生言論自由並非絕對
的，她支持各校長發表聲明，及拆除有

關「獨」品的做法。「我覺得這一種提
醒學生是大學校長應有之義，而個別大
學校長提出要在校園裡清拆這些我剛才
形容遠遠不是學術討論或言論自由的橫
額和單張，亦是大學校長應有之責。」
她相信大學管理層不會視而不見，讓

這些歪風在校園裡繼續蔓延，故她目前
不覺得政府需要介入大學校園的管理。
林鄭月娥又慨嘆，有關爭議已經散播

至社會上，激發了一些一個文明社會不
願意看到的言行，「畢竟香港是一個文
明社會，我們有文明社會應有的道德底
線，所以任何粗暴、侮辱性、恐嚇性的
言論都是不能接受。」

嘆校園遭小撮學生騎劫
她指出，自己身為行政長官的其中一

個任務和使命，是希望修補社會在過去

幾年出現的撕裂現象，「所以我真的不
想看到社會上又再次出現這些兩極化的
紛爭和撕裂，希望社會能夠回復平靜，
特別在校園裡，因為很多同學要在校園
裡上課、做研究、做正常學生的活動，
所以不應該被一小撮的同學現在在校園
裡好像騎劫了校園，令它成為了一個政
治爭拗的園地。」
林鄭月娥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冷靜下

來，是其是、非其非，「不要把香港推
去一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
力和香港特區基本法權威、破壞社會安
寧，亦踩到我剛才所說一個文明社會底
線的危險邊緣。」
被問香港回歸後在這方面的「言論自

由」是否已經「收緊」，林鄭月娥強
調，在香港回歸前，即使在《中英聯合
聲明》商討期間，「港獨」沒有討論空

間，回歸後也沒有討論空間，「所以有
一些歪論說，去到2047年『獨立』是
一個選項，這是完全錯誤，基本法開宗
明義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一部分。」

中文大學文化廣場開學後出現
「香港獨立」橫幅，但學生會一
直以所謂「言論自由」包庇該違
法違憲的宣傳品，阻止校方拆
除。昨日，有關橫幅更已超出學
生會自訂的懸掛期限，但學生會
不單反口不作拆除，更無賴地推
卸責任稱，不拆是因為未與校方
訂定開會日期，又在旁邊掛上另
一「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橫
幅，聲稱要「捍衛言論自由」。
不少網民批評有關行徑非常幼
稚，揶揄「大學生？＝小學
雞！」

反口「搬龍門」竟稱暫不拆
中大學生會早前聲稱宣傳品張

貼期限為兩星期，但至昨日「港
獨」橫幅過期，學生會即反口
「搬龍門」，推卸責任指早前校
方曾承諾溝通前不會拆除，而至
今雙方仍未訂下開會日期，故暫
不拆除「港獨」橫幅。同時，該
會幹事昨晨更意圖轉移視線，在
旁邊掛上另一「反對二十三條立
法」橫幅，稱要表達立場及捍衛
言論自由的主張。
中大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指，有關在文化廣場張貼及懸掛
的宣傳品，校方一直透過不同的
渠道與中大學生會商討，以期達
至妥善的安排。

網民批思想幼稚「死得」
不少網民均批評學生會行事幼

稚。「Mt Wong」形容，「叫
個幼稚園學生，唔好將手指放入
個口，佢就將手指放入個鼻！叫
佢將用完嘅紙巾，唔好掉落地，
佢就掉落檯（枱）！大學學生會
成員，有着幼稚園學生的思想及
行為，真係死得囉！」
「Gregory Chung」揶揄道：
「就係因為你地（哋）『表現良

好』所以先需要（二十三條）立法囉……同
埋你地（哋）好可愛，同我讀緊幼稚園既
（嘅）仔仔一樣，做完錯事知我會罰喇立即
匿埋要我應承唔罰先出嚟，原來大學生既
（嘅）思維係一樣架（㗎）？」
另外，嶺大民主牆前晚一度出現「支持香
港獨立媒體」的標語，前面6字以紅色展
示，後兩字則為黑色。昨日，標語中的「獨
立」二字已被移除，剩下「支持香港＿＿媒
體」內容。嶺大回覆查詢時指，該校明確反
對「港獨」，絕對不會支持或縱容有人在大
學校園鼓吹「港獨」，惟嶺大民主牆上標語
被撕去的事件則與校方無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中
大
學
生
會
耍
賴

逾
期
拒
拆
「
獨
」橫
幅

&&
&
1��

法律界批肥彭歪理撼港法治基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十大校長上星期五
聯合發出反「港獨」聲明，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昨向
傳媒重申，該校立場和其他大學一致，認為「港獨」
違反基本法，絕對不會支持或縱容有人在大學校園鼓
吹「港獨」。
鄭國漢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大學校長的聲明
已指明，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任何
言行都不應該違法，並強調大學是求知學習的地方，
我們希望同學可客觀和理性地分析，明白「港獨」主
張不單是違反基本法，完全不可行亦不可能，更為絕
大多數香港人所反對。
不過，他期望社會人士給予空間，讓大學適當處理
校內包括民主牆上有關「港獨」的標語和意見，又指

倘少數學生因為種種原因對「港獨」問題認知出現偏
差，大學有責任適當地協助他們作正確的判斷和結
論，而不是把他們「放在一個對立的位置」。

籲勿把大學變角力場
鄭國漢坦言，近期的爭議已困擾多所大學一段時

間，大學甚至整個社會都因此付出代價，希望外界不
要把大學校園變成政治角力場所，讓師生可盡快回復
平靜，重新專注於教學和研究工作。
另外，出席同一活動的前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

武，亦被問及對最近校園出現宣揚「港獨」情況，他
表示未有了解具體情況，但強調「自由本身不可以沒
有限制」。

鄭國漢：絕不縱容校園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就「末代港督」彭定康
（肥彭）昨日聲言，大學校
園應容許討論「港獨」，正
在訪京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強調，特區政府、教育
局對「港獨」問題的立場都
十分清晰：「港獨」不符合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所
以不覺得有空間去討論。
楊潤雄向傳媒介紹，他昨

日拜會國務院港澳辦，並與
港澳辦副主任宋哲會面，主

要是感謝港
澳辦在很多
交流活動方
面 給 予 支
持，並介紹
了香港教育
目標。雙方
在會面中並
未討論近日在香港發生的
「港獨」進入校園及國民教
育議題。「因為我們都覺得
這些是香港內部的事情，會
根據香港的制度去處理。」

楊潤雄駁肥彭：「港獨」冇得傾

■楊潤雄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中大的「港獨」橫幅(右上)昨日長時間維
持捲起狀態，但仍未拆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林鄭月娥 資料圖片

■彭定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金融
時報》於上月刊出「末代港督」彭定康
（肥彭）的文章，抹黑律政司覆核「雙學
三丑」刑期的決定，是中央「直接干預」
的結果。彭定康昨日再度聲稱，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是因「政治決定」而提出刑期覆
核。法律界人士批評，彭定康曾任港督，
應十分熟悉香港的法治制度，相關言論有
明顯的政治目的，是要與香港的反對派
「裡應外合」，破壞香港法治的基石。
彭定康昨日在午餐會上雖稱，自己無意
去質疑香港法官、法院或司法制度，又稱
自己沒有在外國傳媒中質疑香港是否仍有
法治，也不認同《華爾街日報》指稱香港
出現「政治犯」，但就聲言袁國強在「雙
學三丑」案中，決定司法覆核3人刑期，
是一個「政治決定」。

他續稱，袁國強已是成年人，一定知道
該決定會有連串後果，及會向世界發出什
麼訊息，否則便是有點天真（Naive），又
提到他早前曾邀袁國強到牛津大學就法治
發表演講，對方在演講中表示香港是亞洲
法治的國際中心，他個人當時「完全支
持」，但不肯定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否最
好的例子」去證實有關的講法，又稱自己
支持「公民抗命」者，及呼籲社會「保
護」他們。

馬恩國：判決無人可左右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
任何人都不可能影響，以至估計到法官如
何裁決，「若律政司能夠左右法官判決，
就不會發生今次事件（覆核刑期）了！」

彭定康和香港反對派之所以有這樣的反
應，是因為判決不符他們的「期望」，假
如法院最終的判決是減刑，相信他們一定
會「拚死擁護」有關的判決。

陳曼琪：粗暴干預港司法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

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分政治與非
政治，否則就會造成不公。彭定康的言論
是粗暴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更引證他企
圖以政治手段干預其他地區的內部事務。
她要求對方不要再以嘩眾取寵的言論，試
圖達到其政治目的。

張國鈞：亂批評試圖抹黑
執業律師、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指，倘

律政司真的欠缺上訴理據，而是「政治覆

核」，上訴庭不會受理，更不會加刑。在
是次判決的判詞中，上訴庭已詳細說明為
何接納律政司的申請，包括裁判法院在量
刑時出錯，及就類似案件訂立清晰的判刑
指引。彭定康胡亂發表批評，是試圖抹
黑、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以至「一國兩
制」。

黃國恩：法官接納證依法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

恩批評彭定康是在胡說八道。他指，袁國
強曾多次公開解釋其覆核決定的法律考
慮，為社會和受影響的人尋求公義，與
政治無關。同時，法庭也接受了律政司
的覆核申請，更正了原審法官的錯誤，
完全是法治的彰顯，「何來政治決定？」
如果像彭定康所聲稱的，袁國強要考慮自
己的決定會向國際社會傳達什麼訊息才提
出刑期覆核，反而才是一個政治考慮、政
治檢控。

彭定康昨日來港，開始連串宣傳他今年出
版的回憶錄的行程。他在外國記者會的

午餐會上承認，「港獨」不會發生，追求
「港獨」是錯誤的，市民應停止該方面的討
論。

口稱反「港獨」實「剃」校長眼眉
不過，就香港十間大學校長日前發表聯署

聲明，表明不支持「港獨」，並批評校園內
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聲稱反「港獨」的彭
定康，卻「剃」各校長的眼眉，稱：「我希
望大學校長被容許繼續盡其職責營運大學，
大學應該是獨立自主的機構。」
他「提醒」各校長應獨立自主，應捍衛言
論自由，又稱大學雖然以公帑營運，但不應
該成為政府的機構；意即禁「獨」的工作並

非大學的責任，校長無必要在校園內全面禁
「獨」。

竟稱「難阻討論」毋須阻止
彭定康口中稱，他無意教導香港的校長應

如何處理有關問題，但就聲言自己作為牛津
大學校監，若然有蘇格蘭獨立的討論出現於
牛津大學校園，他只會「嘗試了解」及「溝
通」，但不會阻止，「很難阻止學生去討論
一些他們想討論的問題。」
他提到，仇恨言論是不可接受的，如教大
早前出現涼薄標語「慶祝」官員喪子等，而
言論自由有其限制，任何一種自由亦非完全
的自由，有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但被問及
校方應如何處理時，彭定康僅多次強調要尊
重大學的「自治權」，又認為校方應繼續保
護校內的言論自由，容許學生討論不同的訴
求，例如同性婚姻等議題。
不過，彭定康認為年輕人應該冷靜下來，

注意自己的行為，在發表意見時應保持克
制，也可以向政府提出對話的訴求，若政府
拒絕，即學生可站在「道德高地」上；倘將
別人「推到牆角」只會引致極端效果。

盧文端：「港獨」已僭越底線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全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在外國勢力的撐
腰下，不斷挑起社會爭拗，近年更蔓延到立
法會，令議會終日在拉布、指罵聲中「燃燒
歲月」，現在「港獨」已僭越了大家的底
線，彭定康不應以「學術討論」之名試圖轉

移外界的視線。
他指出，香港回歸20年來，奉行「一國兩
制」、落實了基本法，彭定康應從其「末代
港督夢」醒過來，不要再沉醉在回歸前自己
在香港興風作浪的日子。

顏寶鈴：免校園淪政治鬥爭場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出，播「獨」
言論衝擊「一國兩制」，破壞中央與香港的
關係，危害香港長遠發展，是原則及底線問
題，並非可以通過溝通、對話、商討而解決
的學術性問題，相信多數大學校長能夠明辨
是非、自行管治，遏止「港獨」歪風，避免
校園淪為政治鬥爭的場所。
她續說，特區政府並沒有介入校園的管理
工作，堅守對大學作為獨立、自主機構的原
則與尊重。大學禁「獨」是為了遏止歪風，
並不存在「禁獨」就會「變成政府機關」的
情況。

何啟明：不應說三道四圖施壓
中文大學校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批評，彭定康任港督時曾擔任港大校監，回
英國出任了牛津大學校監，應當明白大學有
其管治模式及規限，外人不應說三道四，試
圖施加壓力。
他強調，作為受公帑資助的大學，必須負
起一定的社會責任，豈能一句「學術自由」
就可以默許大學成為肆無忌憚地播「獨」的
基地？「即使當年愛爾蘭的獨立事件中，英
國也不會容許大學的校園內做出支持愛爾蘭
獨立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