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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中文

大學正就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粗口辱華

一事開展紀律程序，不論校方、其所屬

的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以至社會各界人

士均嚴辭譴責他的言行無品無德，惟有

不明身份者顛倒是非、更將矛頭指向黃

乃正，於前日書院晚宴期間「贈慶」，

在書院大樓外掛上寫有「攻擊學生師長

典範 為虎作倀風骨無存」的直幡。有

新亞校友和教育界人士指，師長出於責

任指正學生劣行，卻遭無理攻擊，對上

述言行感到十分失望，如涉事者為學

生，期望他們可回歸理性與校方溝通，

讓雙方再次建立互信。

直幡再辱院長 破壞師生互信
新亞書院晚宴遭人「贈慶」校友教界失望促回歸理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本港多間大學民主牆早前出現「港
獨」宣傳品，其中有份播「獨」、
自稱為學生組織的「理事亭」，因
不滿理工大學果斷地掃「獨」，在
昨日理大教育資訊日上派出「小貓
三兩隻」，非法於理大校內搞「行
為藝術」，以相當求其的白衫褲扮
「喪服」寓意「言論自由已死」云

云。惟途經現場者都對這種「行為
藝術」不屑一顧，最終行動較原定
時間提前40分鐘草草收場。
自稱為理大學生組織的「理事

亭」，被質疑與大批校外政團成員
勾結，企圖在校內播「獨」。該團
體趁昨日理大教育資訊日，再次興
風作浪，派3名成員於校園內的鐘
樓底掛上「哀我理大」標語，亦擺
放花籃並寫上「言論自由 永垂不
朽」，其中兩人身着頗為隨便的白
衫白褲，企圖搞「行為藝術」，稱
「言論自由已死」云云。

途經者全不屑一顧
有關人等又在現場派發單張，宣

講「獨」論，但除記者外，完全無

人問津，途經者都當佢哋冇到，原
定兩小時的行動，僅勉強維持一個
多小時便倉惶收場。
理大校方之前明確表明「反港

獨」立場，並強調倘在校園內發現
非法「港獨」言論標語會果斷清
除。昨日參與行動的「理事亭」成
員、理大學生會前會長黃澤鏗稱，
校方做法「打壓言論自由」，更聲
言未來不排除圍堵、衝擊等行動。

中學生批民主名行「獨」事
參加資訊日的中學生和家長均對

「理事亭」今次譁眾取寵的行為不
以為然。拔萃女書院王同學視理大
物理治療為報考目標之一，認為近
來污染校園的「港獨」言論是無稽

之談，沒有可行性，其父更直言
「『港獨』沒有市場」，且對以
「民主」之名行「港獨」之事的行
為相當保留。
有心報讀理大會計專業的潘同學

和蘇同學則表示，對政治議題持中
立態度，但沒有興趣理會「理事
亭」的「行為藝術」及播「獨」言
論。
理大回應指，「理事亭」並非理

大學生會屬下組織，亦非理大註冊
學生團體，強調即使是理大學生會
或任何理大其他註冊學生團體，如
需借用學校場地，亦必須事先申
請，但校方事前並沒有收到幾位同
學舉行活動的申請，稍後會與有關
同學跟進。

「獨生」「喪服」哀理大 同學懶理匆收場

網上前晚開始流傳一幅有兩條直幡懸掛
在新亞書院大樓外的相片，直幡中寫

上「攻擊學生師長典範 為虎作倀風骨無
存」，疑似是要維護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
竪峰侮辱內地生為「支那人」的劣行，將
黃乃正或中大校方對周的譴責指稱為「攻
擊學生」，反「港獨」則是「為虎作倀風
骨無存」。
有網民稱該直幡是前晚新亞舉辦校慶「千

人宴」時掛上，當黃乃正上台致辭時，就有
人叫口號，而直幡至少掛了一個晚上。

鄧家彪：害人害己動機明顯
新亞校友、前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對有人

在臨近校慶的日子，懸掛有含沙射影之意
的直幡覺得感慨。
他認為，中大學生會早前拆除在校園懸

掛的「港獨」橫額，反映校方和學生雙方
是在有溝通，以及願意「向前行」的情況

下行動，但是次再有人懸掛攻擊院長及校
方的直幡，就令原本開始回復寧靜的校
園，變得「樹欲靜而風不息」，破壞師生
建立的信任。
他批評，涉事者要包庇甚至鼓吹「港
獨」這種害人害己主張的動機十分明顯，
又期望就算師生的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亦
可以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令校園寧靜和理
性。

張民炳：不尊重尊敬師長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

懸掛直幡的行為，是不尊重、不尊敬師長
的行為。他認為，在周竪峰事件中，黃乃
正作為書院院長，有責任對學生的不當行
為作出指正、懲罰，如因糾正學生錯誤而
受到攻擊是不可以接受的。
中大新亞書院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指，書院前日下午發現有人擅自在書院誠

明館外懸掛兩幅直幡，未有按程序申請及
書院批准，考慮到安全問題，已於昨日下
午將該兩幅直幡拆除。
今年9月開學初期，中大校園及民主牆

分別出現違法違憲違規的「港獨」橫額及
標語，其後有見義勇為的內地生不甘示
弱，在民主牆張貼反「港獨」標語，並與
部分以「言論自由」作擋箭牌包庇標語的
港生爭論，而身處現場的周竪峰卻突然情
緒失控，以連串粗口及辱華字眼對同學進
行人身攻擊，引起社會各界人士譁然。
中大校方隨後發表聲明，指周的言論有

違道德規範及社會期望，令人痛心，同時
亦指已經就事件啟動程序，將會展開調
查，嚴肅處理事件。黃乃正就引用了新亞
創辦人錢穆和唐君毅的言論，嚴辭譴責周
竪峰的言行，希望他反省。
不過，新亞學生會未有因周的言行而感

到羞愧，更在網上發表公開信抹黑黃乃正

才是「違先賢教誨」，又在上款寫上「黃
乃共院長」對其作侮辱，但學生會就「敢
做唔敢認」，以「寫錯字，但不會改」為
藉口推搪，又稱「會考慮道歉」，惟遲遲
未有「找數」。

■中大新亞書院誠明館外，日前出現兩條
侮辱院長字句。 fb圖片

■「理事亭」於校園舉行所謂「行為藝術」，惟途經者均不屑一顧。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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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告洋狀」與「台獨」勾連

「佔」續毒害青年 豈容「三丑」卸責

9月30日(第17/115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79,480 （47.5注中）
多寶：$9,415,802

下次攪珠日期：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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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公民」主席、立
法會議員鄭松泰在立法會
內將建制派議員座位上的
國旗和區旗倒插，被裁定
侮辱國旗及區旗兩項罪名
成立，但僅遭輕判罰款
5,000元。香港中小型律師
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在
聞判後認為，身為立法會
議員，鄭松泰應為犯下辱
國的罪行負上政治責任。
有網民就認為，鄭在就職
時曾宣誓效忠國家，侮辱
國旗已違反了誓言，律政
司應入稟DQ其議員資格。
陳曼琪在fb發帖，轉發

了鄭松泰僅輕判罰款5,000
元的新聞，並發文質問：
「辱國旗區旗罪成，罰款
五千元！作為立法議員，
犯這樣性質嚴重的罪行，

不需負任何政治責任嗎？」不少網
民留言，批評鄭松泰侮辱國旗的行
為，並要求特區政府追究到底。

網民促辭職 要律政司上訴
「Wingfat Kam」質疑法院是

次輕判鄭松泰：「以後的漢奸只
要肯擺吔（低）一萬蚊在立法會
台（枱）面即可當衆撕毀國旗
啦？」「Steve Cheong」說：
「侮辱國旗區旗根本就是對國
家、香港的侮辱，咁嚴重罪行判
罰款太離譜啦，律政司要守護香
港法治，上訴係唯一的方法。」
「Chan Chan」則指，「支持
鄭松泰道歉同辭職，故
意到（倒）插國旗同區
旗代表不尊重國家同香
港，怎能代表香港市民做
議員呢？」「Jackson
Lai」則指：「何止辭職
咁小兒科！侮辱國家及香
港必須嚴格處理，就少少
地（哋）三年監啦！」
網民更狠批鄭松泰

侮辱國旗，已經違
誓。

涉發假誓 市民支持DQ
「Hudson Wong」 指 出 ：
「不尊重國旗和區旗如何效忠特
區和國家？現成罪便要DQ 議
員資格，因為他已經宣誓效忠特
區政府和基本法，不是一個普通
市民！」「Irene Hui」說：
「身為議員，曾宣誓效忠國家，
現在以行動反叛國家，出爾反
爾，已冇資格再做議員啦！」
「HK Au Yeung」也指：「立
法會應追究發假誓問題！」
「何少麗」認為：「病蟲泰

侮辱國旗區旗罪成，即和他的立
法會宣誓的誓詞違背，立法會議
員資格即已可被DQ。律政司可
告（上）法庭DQ鄭松泰。」
「Fung Leung」則表示：「鑑
於罪名成立，立法會秘書處或律
政司署，或兩者同步，根據議員
違反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的誓言，訴諸法庭，褫奪其議員
資格。」
鄭松泰議員資格會否被入稟挑

戰，目前仍是未知之數，但佢現
任香港理工大學講師，理大又點
睇？校方發言人昨日在回應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僅稱，由於大學一
向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因此不會就個別員工個案
作出評論或提供資料，但重申大
學有既定程序處理教職員違法的
個案。根據一般情況，倘有教職
員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大學會
因應員工操守守則，決定是否需
要召開紀律聆訊和 / 或執行紀律
處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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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黨魁楊岳
橋、「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香港眾
志」成員林淳軒等反對派中人繼續在英國唱衰香
港的行程。其中，林淳軒在牛津大學聲稱香港變
得「獨裁」，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情況，
被前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當
場反駁，指如果否定中國在香港的主權，將會令
香港失去國際社會支持。楊岳橋及朱凱廸等則到
英國《衛報》「交流」，同場更赫見支持「台
獨」的台灣「太陽花運動」頭目林飛帆。政界批
評一眾人等唱衰香港，對香港情況及「一國兩
制」作出有欠公允的評價，只會令國際社會對他
們反感。
有傳媒昨日報道，林淳軒在英國時間前日出席
牛津大學學術會議，更在會上聲稱香港年輕人只
希望爭取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及民主制度，惟可

見「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難以在港落實」，
年輕人更需面對「更嚴苛」的懲罰及牢獄生涯，
又聲言香港已變成「威權」甚至是「獨裁」的城
市，希望國際社會多些「關注」香港情況。

前波蘭外長駁林淳軒歪理
不過，同場的西科爾斯基反駁，如否定中國在
香港的主權，即破壞一個中國原則，會導致香港
失去支持此原則的民主國家支持，及以此否定香
港的「民主運動」，又認為最終得到的結果比美
好目的重要。另有嘉賓質疑，港人把爭取民主演
變為爭取「獨立」，是刺激中國的做法，並非一
個好策略。

陳志全照片曝光林飛帆
楊岳橋、朱凱廸、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及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則在英國時間
前日與《衛報》「交流」。在陳志全於Instagram
發佈的照片中，更赫見林飛帆當時也在場。
4人在英國時間昨日出席牛津大學論壇，今日就

會與林淳軒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論壇，並會與
英國外交部、國會議員及智庫會面。他們在當地
進行facebook直播時，陳志全聲稱希望與國際社
會有「更多聯繫」，又聲言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訪
問倫敦，「佢有佢嘅故事講」，但英國社會不能
盡信單方面的唱好，他們會反映香港「真實情
況」，辯稱非「唱衰香港」。
許智峯就聲言會反映宣誓風波、「政治異見

者」入獄等，又稱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英國
仍然對香港「有責任」，讓國際社會知道更多情
況，「香港人先會更加有希望」。朱凱廸就謂
「成個國際社會都係望住香港」，如果香港「失
守」，不只是香港人的事，更會牽連到亞洲其他
地方。

柯創盛：抹黑「一國兩制」不得人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強調，香港是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香港的社會政治事務完全是國家與
香港的內政，完全沒有海外其他地方插手的餘
地，香港的政治人物更絕不應到海外輕率評論香
港事務。「一國兩制」行之有效，獲得舉世公認
的成功，香港的政界中人到海外負面批評和抹黑
「一國兩制」，絕不會得到認同，更會引起反
感。

陸頌雄：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反對派的邏輯

「有趣」、可笑，「一方面講『獨立自主』，一
方面又引入外部勢力」，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人
的事，不容外間介入，如果他們繼續這樣做，只
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他續說，雖然現時立法會正值休會，但議員仍

會有大量地區工作要處理，而復會在即更需要多
做政策研究做足準備，「我也很驚訝他們那麼得
閒，有那麼多時間走到老遠的英國『告洋
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中」擾
亂社會秩序，嚴重撕裂更遺禍。事發雖已經3年，
但「佔中三丑」繼續借不同場合以歪理毒害年輕
人，政界批評違法「佔領」令香港社會出現眾多
後遺症，「佔中三丑」對此責無旁貸，但反對派
繼續「說非成是」，令人氣憤，希望年輕人明辨
是非，而社會各界都應放下仇恨及偏見，香港才
有出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葛珮帆，和同時加入
了民建聯的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近日在fb直
播。葛珮帆在直播中批評「佔中三丑」打開了「違
法之門」：他們鼓吹「公民抗命」等行為，令社會
在3年來出現不少後遺症，包括嚴重撕裂，「三丑」
對此實責無旁貸，並對他們至今仍在推卸責任感到
非常生氣。

葛珮帆冀年輕人明辨是非
她續指，自己3年前看到年輕人關心社會，心
中雖感安慰，但痛心他們以錯誤的方式作出了違

法的行為，「部分年輕人大好的人生毀於一旦，
很可惜！」她希望年輕人明辨是非，通過多角度
去分析事情，目光不要過於狹窄，又呼籲社會各
界放下仇恨及偏見，香港才有出路。

周浩鼎：「違法達義」將惡行合理化
周浩鼎則批評，「佔領」破壞社會安寧，所謂
的「違法達義」是在破壞及踐踏法治，而反對派
更顛倒是非黑白，將惡行合理化。
他希望社會擦亮眼睛，不要再被歪理教唆，又

希望各方重回對話，考慮整體社會利益，令社會
回復安寧。
鄧家彪不滿反對派把「違法達義」當作「免死金
牌」，又批評「佔領」犧牲了香港法治，加深社會
撕裂，「最後大家都輸。」
他認為社會需要凝聚力，呼籲各方放下過去只
有對抗的心態，恢復對話，否則將無法建設美好
香港。
新民黨就發表聲明指，香港社會和政局3年來發

生重大變化，撕裂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穩定，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造成影響。只有通過開誠佈公、
坦誠對話、闡述訴求，各方才能化解矛盾，而在理
解年輕人的深層次鬱結及想法的同時，年輕人也應
明白「公民抗命」違反法治，爭取訴求必須在國家
憲法及基本法框架下合法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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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曼琪認為，鄭松泰應為犯下辱國罪行負上政治責任。
fb截圖

■楊岳橋、朱凱廸等到《衛報》「交流」。
Instagram圖片

■左起：周浩鼎、鄧家彪及葛珮帆。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