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十家大學的校
長聯名發表反對「港
獨」的聲明，馬上遭

到反對派瘋狂的指罵，一下子，大學校長全被
反對派指為「公公」，說是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逼大學校長「跪低」。
實際上，大學校長都有固定任期，任期
內誰也不容易逼大學校長「跪低」。更何
況，這十位大學校長中，有數位任期即將
結束，新任校長也已經物色好了。只要任
期滿就退休的校長有沒有必要在所謂的中
央壓力之下「跪低」，成為反對派所指責
的「公公」。長期以來，反對派所用的攻
擊政敵的方法永遠就只有這一招，那就是
以侮辱的語言來羞辱對手，迫使對手不敢
再公開反對反對派。
這種侮辱他人的行為實際上是語言暴力，
網上特別多，所謂網上欺凌所指的就是這一類
的語言暴力，語言暴力除了滿足自己及少數同
是極端分子自我的「得勝」心之外，什麼也得
不到，而這股「得勝」的心情則完全是自我想
像而來的。比方罵別人是自宮的「公公」就是
自己的勝利。實際上，如此做只會使自己更遠
離群眾，社會上只有極少數的人是如此激進
的。大學校長是社會上多數人尊敬的人物，把

十家大學的校長踩在腳下不會令自己的形象可
以高過大學校長。
反對派中人常常高談闊論講人權，說自己

同情弱勢族群，同情、支持同性婚姻，卻不
知道，歷史上所出現的眾多太監全都有悲情
的一面，世界上有多少人想當太監？所有的
太監都是家窮而被賣入宮當太監，太監是一
群可憐人。但是，這群自命救世主的反對派
眼中，當太監的公公全變成十惡不赦的魔
頭，想罵人就將對方形容為「公公」。有能
力當上大學校長的人，不論在學術上、在能
力上都已經具備了不必為互鬥而折腰的條
件，哪裡有必要為反對派無中生有、想像出
來的中央壓力而折腰？
大學校長反「港獨」，正是愛護學生的表

現，他們知道有些學生誤入歧途，誤以為「港
獨」才是香港最佳的前途，誤以為香港人有能
力推動「港獨」。大學校長知道，香港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大學校長明白，
鼓吹「港獨」是犯法的，違反基本法，明知犯
法而繼續煽動「港獨」的最終結果會是悲劇。
大學校長不希望自己的學生面對悲劇，不希望
自己的學生誤入歧途，為別有用心的人所愚
弄，因此不得不發聲反「港獨」，希望學生清
醒過來。

曾淵滄 博士

大學校長反「港獨」是愛護學生非「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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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有底線「港獨」豈能「無王管」

近日本港多間大學校
園出現「港獨」歪風，
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
注。10間大學的校長發
表聯署聲明，一致表明
反「港獨」；有團體更
舉辦聲勢浩大的反「港

獨」大會，沉默的大多數再次走上街
頭，向「港獨」大聲說不。但是，有人
對反「港獨」的滔滔民意視若無睹，不
以為然，反借「言論自由」為「港獨」
張目，更以「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
育」為名，抵制遏止「港獨」的正義之
舉，把遏止「港獨」視為激化矛盾、撕
裂社會的根源，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助
紂為虐。「港獨」違憲違法，絕非「無
王管」，只有把「港獨」歪風壓制下
去，讓學生清楚「港獨」的危害，才能
讓學校專注教育，讓政爭遠離校園。
「港獨」歪風在大學校園內蔓延擴

散，荼毒學生，校長表態反對是責無旁
貸，社會各界發聲制止是義不容辭，怎
麼就變成打壓言論自由、干預校院自
主？難道只有鼓吹「港獨」的言論自
由，就不允許別人反「港獨」？事實
上，全世界沒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言論自
由。看看美國這個被不少人視為「民主

自由典範」的國家，如何對待言論自
由，就一清二楚。
近日，有美國公民在網上懸紅5,000美

元，求人扯下前國務卿希拉里的一撮頭
髮，結果被法官指對公眾構成威脅，將
此人即時監禁。此人的律師辯稱，在網
上求人扯希拉里的頭髮，受美國憲法有
關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保護，但被法
官駁回。法官指出，有關言論對公眾構
成威脅，不受憲法保護。另外，美國的
國民亦沒有洩露國家機密的言論自由，
美國陸軍士兵曼寧便因洩露國家機密而
被判囚35年。除此之外，白人至上的種
族主義言論，更不屬言論自由，敢說這
些話，一定受到美國社會的強烈譴責。

縱容「港獨」比「港獨」危害更大
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不是「大

晒」，必須合法、合乎社會道德。在
香港，「港獨」就是不可觸碰的社會
禁忌，不要以為大學講究寬鬆包容，
就可肆無忌憚地鼓吹「港獨」。「言
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
任」，學生鼓吹「港獨」，違反校
規，觸犯法律，就要受到校規法律的
懲處。「港獨」謀求將香港從國家分
裂出去，給香港帶來的將是流血、暴

力，對學生個人、對整個香港都只有
害沒有益，同學們一定要三思，切勿
隨波逐流，誤入歧途，自毁前程。
大學校長、廣大市民齊聲反「港

獨」，要將「港獨」言行清除出校園，
是保護學生的必要之舉，有利幫助學生
明白是非對錯，選擇正確道路，這絕不
是政治干預教育。「港獨」思潮入侵校
園，才是校園政治化的根源，要恢復校
園的清靜安寧，讓「教育歸教育」，首
先就要把「港獨」思潮趕出校園，若把
反「港獨」視為政治干預教育，這是本
末倒置，更是縱容「港獨」在校園坐大
泛濫，持這樣的態度比「港獨」的危害
更大。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港獨」歪風侵襲大學校園，有學生以
侮辱國家民族的字眼辱罵內地生；有人
對別人的喪子之痛拿來踐踏。面對全城
的指責，有人不但不反躬自省，反以
「言論自由」之名繼續為所欲為。這就
是香港渴望的言論自由嗎？「佔中」、
旺暴殷鑑不遠，「佔中」正是打着落實
「真普選」的旗號，結果演變成無法無
天的動亂。社會各界一定要吸取教訓，
高度警惕，鼓吹「港獨」絕對不是言論
自由，不能讓「佔中」重演。

網上媒體近年在香港如雨後春筍般興
起，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正式提出，開放
予符合條件的網媒採訪。香港社會講求
資訊自由流通，政府及相關機構近年亦
研究如何安排網媒參與採訪，如何能做
到機制公平合理，並維持原有的採訪機
制有效運作，正是其中關鍵。
政府現行舉行新聞發佈會的做法，一

般是邀請已經登記成為政府新聞處新聞
發佈系統的大眾新聞傳媒機構，這些機
構包括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
《電訊條例》或《廣播條例》註冊或取
得相關牌照的報刋雜誌、通訊社、電台
和電視台，各自因應投資要求和影響
力，各自遵守不同門檻的規管框架，做
法行之有效，既能確保採訪過程的秩
序，同時做到訊息準確有效發佈。在網
媒採訪上，無論從公平性或實際操作考
慮，如何設定相關門檻非常重要。

綜觀世界各地其他政府處理網媒的採
訪，暫時還未有較統一的做法，一般都
會規定網媒要經註冊、有一定數量的編
採人員或證明機構從事新聞報道工作，
才會獲邀參加政府的新聞發佈會。普遍
認為，相關規定是合理的最低要求，否
則完全無法想像發佈會將有多混亂，而
相關規定應同時兼顧實際狀況作出修
訂。
香港的網媒不少都以新聞命名，估計

達數十間，實際數量至今無法說準。假
如政府就一些大眾關注的議題舉行新聞
發佈會，對參加的傳媒機構沒有任何規
限，可以想像得到出席的採訪人員的數
量會非常驚人！縱然特首提出在場地和
訪問時間上會作出配合，相關安排在細
節上仍令人不無疑問。除了現場採訪
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可以有秩序的發放
資訊，當局似乎暫未有提出處理方法。

傳統傳媒的定位相對簡單，做法有長
期表現作為參考，持牌電子傳媒更受當
局監管，在新聞報道上需依照嚴謹的新
聞守則。日後開放網媒採訪，如何甄別
出以採訪報道為主打，確保傳統媒體與
網媒是在同一新聞水平進行操作，以使
現存機制包括新聞發佈方式維持有效運
作，是另一考慮的實際問題。
香港向來推崇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

網媒的大行其道亦是社會發展催生的現
象。在政府考慮開放網媒採訪之時，必
須仔細認真思索隨之而來的各式各樣問
題，當中尤以如何界定網媒的身份最為
迫切和關鍵。新聞自由可貴，如何在開
放資訊渠道的同時，又不至因為採訪報
道失控間接影響新聞質素，實有賴完善
的登記制度。制訂一個能兼顧秩序和開
放自由的完善方案，是決定開放網媒採
訪前的當務之急。

對開放網媒採訪的關注
甘煥騰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朱銘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十九大有利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把中共十九大報告確立的
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
想寫入黨章，充分體現黨的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這對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擬提請中共
十八屆七中全會討論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
正案）》稿，認為要把中共十九大報告確立的
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
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
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充分體現堅持和加強黨的
領導、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鮮經驗，把中國共產
黨建設得更加朝氣蓬勃、堅強有力，始終保持
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中國夢」是重要執政理念
十八大以來，習主席接過歷史的接力棒，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征程中，以非凡的理
論勇氣、高超的政治智慧、堅韌不拔的歷史擔
當精神，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
業，圍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
治國治軍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一系列相
互聯繫、相互貫通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戰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科學理論。
「中國夢」是十八大以來習主席提出的重
要指導思想和重要執政理念。習主席把「中國
夢」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
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並且表示這個
夢「一定能實現」。「中國夢」的核心目標可
概括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也就是：到
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順
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施手段是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
設。
習主席強調：「『一國兩制』是國家的一

項基本國策。牢牢堅持這項基本國策，是實現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
分。」針對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
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習主席
為核心的中央抓住機遇，直面挑戰，趨利避
害，因勢利導，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論
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的處理港澳事務、解決港
澳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

習主席香港之行意義重大深遠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習主席在香港
出席活動和視察期間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
這些講話是在回顧香港回歸20年來走過的不
平凡歷程、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積累的豐富
經驗的基礎上所講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習主席香港之行有六個方面的重要成果和重大
意義：展示關懷、體現支持、闡明政策、正本
清源、指路引航、加油鼓勁。
習主席在港視察行程中，多場講話講得最

多的內容之一，就是關心香港青年。習主席多
次強調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愛護香港青年，為他
們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強調加強
青少年教育培養工作的重要性。香港青年在面
對學業、就業、置業等問題的時候，要相信自
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要有北望神州的國
家視野，抓住國家大發展和兩地融合帶來的寶
貴機遇，拓展自己的未來人生。
當前，國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
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國家的發展
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只要堅持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發揮自身
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就一定能在參與、融入
國家進步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再創更大的
輝煌。

解決住屋問題需兼顧停車位不足

香港出名地少人多，
近年政府為了急市民所
急，扭盡六壬都要覓地建
屋，數個新市鎮擴展及新
發展區的上馬如箭在弦，
但除此之外，政府亦不時
收回部分市區的土地以插

針的方式建屋。不過，如此方式卻容易衍
生不少社區問題。
現時不少市區其中一個惹人詬病之處，

便是停車位不足，縱使政府在當區數據上
不乏車位，但現實是導致不少司機明明住
在A村，卻要走到B村泊車，特別對於部
分商用車位而言，更是不容易找。不少司
機權衡利弊，便會鋌而走險選擇違泊，亦

會造成交通擠塞等更多社會問題。
政府在市區地段可收之地，最為唾手可
得者，其中之一便是一些以短期租約租出
的爛地停車場。這些停車場興建住宅以
後，自然又會增加對區內車位的需求，結
果供應減少，需求上升，問題便會加劇，
要互讓互諒，談何容易？就有如我身在的
沙田區，現時每到入夜便出現不少違泊情
況，一大清早便是車龍排隊塞着出九龍、
香港，讓居民苦不堪言。
停車問題確實大有在社區中越演越烈之

勢，這個問題又是否因為要解決上樓問題
便應該被忽略呢？當然，為應付龐大的住
屋需求，屋不可能不建，但在市區插針建
屋，政府亦必須注意當區配套，例如插針

建屋時，又會否善用有關土地在當地及附
近興建多層停車場、商場、街市及康體設
施？而更重要的是，現時政府的《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內容落後，讓政府自以為
按着指標做便已經可以滿足需求；究竟我
們要滿足的是一堆數字，還是市民的生活
質素？
要解決土地問題，始終依靠港人一人讓
一步，社會有地可用，政府又何需插針？
例如，郊野公園是否便寸土也不能考慮？
但當然，使用並不代表濫用，而更重要
的是，如何平衡發展對相關行業及環境的
影響，亦理應盡快理順霸地等問題。說到
底，即使上樓是頭等大事，但顧此失彼，
也絕非政府應有表現。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沙田區議員

十大校長聯手「禁獨」維護「一國兩制」保護學生

近日「港獨」分子在多間大學的校園
發難，大量張貼鼓吹「港獨」的海報和
橫額，當校方拆除有關宣傳品時，反遭
到這些「港獨」分子的施壓。早前中大
校方拆除有關「港獨」的宣傳品，事後
中大學生會竟然糾合了30多名同學，
包圍學生發展處，反對校方清拆「港

獨」橫額。中大副校長吳基培到場會見
學生，卻遭學生包圍，持續幾個小時不
准他離開。此舉顯然是要脅迫校方不能
清除他們的「港獨」宣傳品，反映了這
些「港獨」分子的猖狂及目無校規法
紀，必須予以譴責。

對「港獨」不能聽之任之

這場「港獨」風波在大學校園內爆
發，校方毫無疑問置身於政治風眼之
中，這個時候更要顯示出他們的承擔和
意志。「港獨」分子以言論自由之名，
在校園內肆意宣傳「港獨」，並指校方
不讓他們張貼海報就是打壓他們的言論
自由云云。這根本是扭曲是非黑白。校
園當然有言論自由，但卻沒有鼓吹「分
裂獨立」、鼓吹仇恨的自由。基本法列
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任何
「港獨」主張都是違反基本法，更觸犯
了有關的刑事條例，如果任由「港獨」
言論及宣傳品可以隨意於校園內張貼，
豈不等同校方默許在校園內鼓吹違法？
言論自由是普世價值，但不是沒有底

線和限制，現時國際上的慣例，是言論
自由不能冒犯及損害他人、不能鼓吹犯
法、不能鼓吹仇恨和暴力。毫無疑問，
「港獨」並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早
前一些「港獨」分子在校園內以「支
那」辱罵內地學生，更與言論自由背道
而馳。言論自由絕非宣傳「港獨」的保
護傘。對於有關行徑，校方理應依校規
處理，立即拆除有關宣傳品，並且追究
有關學生的責任，尤其是公然包圍副校
長的行徑，更是不能容許。

校方對於校園內宣揚「港獨」的行徑，
如果不採取果斷的措施阻止，將會傳達一
個錯誤的信息，令學生不知道事件嚴重
性、輕視「港獨」違法違憲的本質，繼
而變本加厲，更加肆無忌憚地鼓吹「港
獨」。就如中大學生會公然糾眾包圍副
校長，就反映了這一小撮學生的偏激思
維，對於這些學生，理應直斥其非，引
導他們悔改，而不是一味地姑息袒護。這
些行為不是愛學生，而是害了學生。

理大校方果斷「禁獨」令人讚賞
面對大學校園的「港獨」歪風，香港

社會期望大學管理層能夠展示出更大的
承擔，能夠遏止「港獨」歪風的蔓延。
終於，理工大學日前發表義正辭嚴的聲
明，強調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校方不贊同「港獨」。而
且，基於尊重和遵守基本法的原則，校
方將會拆除所有在校內的「港獨」標語
及宣傳品。校方果斷「禁獨」的表現令
人擊節讚賞，顯示出大學對社會福祉的
承擔、顯示出對學生的關愛。及後，中
大校長沈祖堯亦無懼一些學生的施壓，
要求中大學生會盡快移除鼓吹「港獨」
宣傳品，否則會由校方移除。十大校長

更聯合發表聲明反對
「港獨」，這些表態不
但彰顯了正氣，更是維
護「一國兩制」、保護
學生的應有之舉。
身為教師，是要為學

生傳道、受業、解惑，
而非任由他們胡作非為，不加規勸阻
止。現在一些學生公然在校園鼓吹「港
獨」，當中可能有不同原因，但校方都
有責任阻止他們違法違憲的行為，不能
容讓他們繼續在校園張貼「港獨」宣傳
品，這並非是要遏制他們的言論自由，
而是要讓他們知道「港獨」在香港社會
絕不容許，原因是「港獨」違反基本
法、挑戰「一國兩制」、衝擊香港繁榮
穩定。學生以「港獨」作為政治訴求，
對自己對香港都是百害而無一利，這才是
校方應做的傳道、受業、解惑。
一些學生可能以為宣傳「港獨」不用

承擔任何責任，如果校方不果斷制止，
讓他們知道事件的嚴重性，隨時令他們
前途盡毀。十大校長聯手「禁獨」，出
發點是維護「一國兩制」也是保護學
生，以免他們走上宣揚違法「港獨」的
不歸路。

針對校園內的「港獨」思潮，八所資助大學連同樹仁大學及公

開大學共十大的校長日前聯合發表聲明，齊聲抗「獨」。他們譴

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並重申「港獨」違反基本法，大學

不支持「港獨」。十間大學校長明確反對「港獨」，不但彰顯了

正氣，更是維護「一國兩制」、保護學生的應有之舉。鼓吹和宣

揚「港獨」，損害國家和香港社會的根本利益，挑戰「一國兩

制」底線，已經逾越了言論自由的界線。校方除了將規矩和界線

定得清清楚楚之外，更需要採取果斷手段懲治宣揚「港獨」行

為，防止「港獨」歪風繼續滲入校園。「師者，所以傳道、受

業、解惑也」。校方有責任引導學生培養國家意識、守法意識、

公民意識，而不是以所謂言論自由對學生的不當言行聽之任之，

十大校長聯手「禁獨」，出發點是維護「一國兩制」也是保護學

生，以免他們走上宣揚違法「港獨」的不歸路。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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