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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向港區人代宣講十九大

中方批美偏見 促勿干預港事
斥美國會報告子虛烏有 促停錯誤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將於年
底卸任的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昨日主持
任內最後一次畢業典禮。有畢業生延續近
年「做騷搞事」歪風，於頒授學位期間舉
標語抗議，聲稱不滿校方9月初針對「民
主牆」上「港獨」文宣的處理手法。沈祖
堯在致辭時則回顧任內經歷校園爭議以至
社會動盪，勸勉同學多聽意見反省自我，
不要只着意別人的過錯，期望學生理解
「話到口中留半句，理從事處讓三分」的
道理，強調言行應留有餘地，以免抱憾終
生。
香港各所大專院校近年飽受校園政治化
問題困擾，中大亦未能倖免，包括在去年
中大校董會主席梁乃鵬首次主持會議，有
學生到場外圍堵衝擊致保安流血受傷。今
年9月中大學生會有例不依，無理「死
守」來歷不明的「港獨」橫額與海報，前
中大學生會會長更以「支那」辱華字眼侮
辱內地學生，言行極端不顧後果。
沈祖堯昨日在畢業典禮致辭時，回顧任
內7年經歷各種挑戰，並形容自己能為中
大人服務是其畢生榮譽。「大學學制改
革、人事變更、學術競爭、校園爭議，甚

至是社會動盪，走到今日總算是個階
段。」

勸同學注意言行 結論前三思
他續說，明白領袖下決定不能討好所有
人，但無論學生對他是否同意，都是他關
心及在乎的學生，希望學生能以中大為
榮，中大亦以學生為傲。
最後一次以校長身份主持中大畢業典

禮，沈祖堯笑言這也是自己的畢業典禮，
形容自己擔任校長期間學習到要聆聽各方
意見，提醒學生批評別人是一件容易的
事，但凡事應留有分寸。
他並引述中大前任校董會主席利國偉常

道：「話到口中留半句，理從事處讓三
分」，勸勉同學應注意言行，「不當說話
或會引起星火燎原，傷害不可挽回；不當
行為更有可能導致後悔一生」，期望學生
下結論前應坐下三思（sit down and
think），多聆聽別人意見並要檢視個人缺
失，不宜只着意別人的過錯。
最後他祝願學生前途多姿多彩，不枉此

生。
中大在昨日畢業禮上共頒授5,538個碩

士學位及3,882個學士學位，沈祖堯由則
主持卓敏教授席就職禮，及頒發傑出教學
及研究獎予27名優秀的教研人員。

社工生搗亂典禮
有社工系畢業生在頒授學位期間，在台

下舉起「捍衛學界言論自由」標語，戴上
畫有紅色交叉的口罩表示抗議，不滿今年
9月「民主牆事件」校方的處理手法。

沈祖堯在典禮後接受傳媒提問表示，有
留意到有學生舉牌抗議，認為整體氣氛平
靜，典禮算是成功舉行。
被問到任內難忘回憶，他提及最開心的
是在中大「百萬大道」上跟學生一起觀看
世界盃比賽，又指任內大致是喜多於悲。
校長任期屆滿後，沈祖堯將重返教師

與醫生崗位，從事與癌症相關研究工
作。

畢業禮遇搞事 沈祖堯勸處事留三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天主教
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昨日以校董會主席身
份出席明愛專上學院畢業典禮。有學生不
滿楊鳴章早前就國歌法發表言論，故事先
張揚會在典禮上有所行動，結果有學生在
現場舉起示威標語，又阻止他搭升降機離
開，場面一度混亂。楊鳴章向示威學生重
申，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唱國歌時起立
是社會常態，無意強迫任何人唱或不唱國
歌。滋事者擾攘近10分鐘後，楊鳴章始
能離開，示威學生聲稱對方迴避學生訴
求，會再約見對方。
楊鳴章日前出席公開活動時強調，唱國
歌對國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社會毋
須將事件看得過於緊張，「如果有人堅持
唔唱，根本係違反社會常態。」有明愛專

上學院畢業生不滿有關言論，前日事先張
揚會在畢業典禮上有所行動。

水平不堪入目 強迫校長收信
畢業典禮於昨日下午在明愛多功能體

育中心舉行，數名學生於場外舉起「國
歌=/=社會常態」黑底白字橫額，字體
相信是用粉筆人手寫上，當中有錯別
字，包括將「社」字寫作衣字旁
（衤），「國」字則未知是否粉筆掉
色，疑似欠了右上角一點，整幅橫額粗
糙不堪，實難想像出自大專生手筆。
典禮進行期間，有學生再次舉起示威橫

額，要求楊鳴章收回國歌法的言論。另有
畢業生在台上舉起寫有「願作雞蛋」的示
威標語，有人則在畢業袍綁上黃絲帶。

楊鳴章：尊重國歌是社會常態

典禮後，約10名學生在場外包圍楊鳴
章抗議，擋在升降機門外阻止他離開，強
迫楊接收請願信，現場一度混亂。楊鳴章
向示威學生解釋指：「任何一個國家的國
民，唱國歌的時候起立是一種社會常

態」，所指的是普遍情況。他續指出，是
否播放國歌是院校決定，他亦尊重學生認
為自己是香港人，強調自己並無強迫他人
一定要唱國歌。
至於學生的請願信，楊鳴章表示學生可

將信件交予校方，最終他在保安人員護送
下進入升降機離開。

明愛生盲反國歌 舞錯字橫額圍楊鳴章

補選來了，各路
人馬蠢蠢欲動，反

對派更為此而鬼打鬼。「佔中三丑」之
一的陳健民，唔知係同傳統反對派有
仇，定係想學老友戴耀廷做指點江山嘅
「幕後黑手」，所以特登出post明撐已
表明有意參加新界東補選嘅中大學生會
前會長張秀賢，擺明當「新民主同盟」
范國威同其他反對派參選者冇到啦，仲
話反對派假如無法舉行初選，其他反對
派候選人在發現自己沒勝算的時候就應
該自動退選喎。有網民就揶揄，「係退
選都應該係張秀賢退啦唔該！」
陳健民昨日在fb上載自己與張秀賢的

合照，並以《支持青年參政》為題發
帖，話「當新生代的立法會議員被DQ
得七七八八，我們更應該支持青年參
政，讓新思維繼續在議會內對抗威權政
冶（治）」，又大讚「張秀賢溫和、謙
虛的性恪，更有助促進『泛民』與『本
土派』的溝通。」
佢仲話，「我希望『民主派』在這次
補選中能夠協調，甚至進行初選。假如
沒法舉行初選，民主派候選人在發現自
己沒勝算的時候，應以大局為重，自動
退選。張秀賢加油！」

張自賣自誇 村民：你邊位？
被點名嘅張秀賢梗係喜不自勝啦，在

轉發陳的帖子時稱，「傳統『泛民主派』與『本
土派』之間一直缺乏一條溝通的橋樑，導致至今
雙方仍誤解重重。我相信，這次補選是一個修補
各派關係的重要契機。唯有各派真誠互相理解，
尋找合作空間，香港的民主之路才能重新出發，
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意志方能重新振作」云云。
村民就唔係咁諗。「Crono Tse」直言：「支
持新人冇所謂，但都要個新人自己話得到畀人知
點解要支持佢。」
「Ip Yiu Wing Leo」就話：「老老實實，你
覺得張秀賢出馬，勝算真係會大過民主
派？……係退選都應該係張秀賢退啦唔該！」
參加過違法「佔中」、「鳩嗚團」成員之一

黄伯細就直言，張秀賢參選有兩個隱憂，一是張
因參加「佔中」而被控「公眾妨擾罪」，有案在
身，二是范國威「攔路」，更稱大家要諗計對付
范國威：「范國威亦有好多同路人對佢不滿意，
如何眾志成城掃除呢啲障礙呢？」
其實唔止范國威，民主黨都有意爭埋一份。
此前，該黨就新東補選舉行內部甄選，報名程序
前日截止，大埔區議員區鎮樺就報名話有意競
逐，但仍要待黨內的中委會等通過推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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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
委員會（U.S.-China Econom-

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
sion）日前發表年報。
在有關香港的部分，委員會聲

言中方過去 20 年不斷「蠶食」
「一國兩制」政策精神，在過去
一年更「加強對香港政治事務的
干預」，如採取法律手段，以宣
誓誓詞被更改為由取消6人的立法
會議員資格，及對香港「民主運
動分子」的「鎮壓」，令外界質
疑香港的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
並嚴重削弱「泛民主派」在立法
會內的聲音云云。

委員會又聲稱，中方在過去一年
更加「積極參與」香港經濟活動，
引起投資者擔憂中國政府是否要
「干預」企業的業務運作，如果投
資者對香港的法治、政治自主和其
他自由被「侵蝕」而「失去信
心」，會令人「懷疑」香港能否有
力繼續維持作為亞洲主要金融中心
的地位。
委員會聲言，中國對香港承諾的

高度自治侵犯情況「日益加劇」，
也會為美國實施對香港的政策帶來
障礙，而香港也會失去成為美國在
亞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這「獨特地
位」，建議重新執行《美國—香港

政策法》有關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
會遞交有關香港情況的年報，包括
評估香港在過去一年是否在「一國
兩制」框架之下維持「足夠的自主
權」，以及其他有關於美國在香港
利益的情勢發展。

外交部斥充滿偏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

者會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我
們注意到有關報道。我要指出的
是，發表報告的這個『委員會』
在涉華問題上一貫充滿偏見。報
告的內容子虛烏有，報告的看法
反映了他們的對華偏見，也跳不

出他們的思維定式。我們敦促美
國有關機構停止在涉華問題上的
錯誤言行，真正為促進中美關係
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 」

特區：「一國兩制」全面落實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在回應時則

強調，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區一直
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
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
實，國際社會有目共睹。
特區政府並呼籲外國議會不應以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再三干預港事。繼美

國眾議院近日通過議案，「要求」中國政府遵守在香港落

實「一國兩制」的承諾後，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日前發表

年報，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平息香港宣誓風波為

由，聲言中方「增加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蠶食」「一

國兩制」政策精神，更建議美國國務院重新執行《香港關

係法》的規定，每年向國會提交有關香港的報告。中國外

交部批評，報告的內容子虛烏有，反映了他們的對華偏

見，並敦促美國有關機構停止在涉華問題上的錯誤言行。

特區政府則強調，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成功落實，呼籲

外國議會勿以任何形式干預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昨日與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聚
餐。據引述，王志民在會上向港區人代宣
講中共十九大精神，並肯定他們的工作。
聚餐在旺角九龍維景酒店舉行，包括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行政會議召集人陳
智思及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等參與。
王志民抵埗後，獲港區人代團團長譚惠
珠及兩名副團長馬逢國、盧瑞安迎接。中
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也有出席。
綜合多名出席者引述，王志民在聚餐時
主要向港區人代宣講十九大精神，並肯定

現屆人代過去5年的工作，希望來屆人代
延續現屆的良好作風，為國家、為香港服
務。

被讚「無官味」像老友敘舊
有港區人代形容，席間氣氛和諧溫暖，
沒有「官味」，「始終王主任是重臨香
港，好像是跟老朋友吃飯一樣」，王志民
發言時也先親切問候一眾人代。
有人代表示，席間並沒有提到下月舉行

來屆人代選舉，及希望來屆人代具體實行
的工作，而王志民發言內容與他日前與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時相近。
王志民日前與36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

面，向他們宣講十九大精神，解讀十九大
報告對香港提出的新定位、新使命、新要
求。他並對建制派議員提出三點希望：一
是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國家意識，希望他們
帶頭了解掌握十九大精神，把握香港發展
新機遇；二是在履職盡責中體現建制意
識，希望他們以香港發展和市民幸福為己
任，支持幫助督促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
政；三是在團結協作中體現大局意識，形
成推動香港發展的合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為阻撓建制派修改立
法會議事規則，可謂無所不用其
極。
反對派3名議員分別去信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要求
內會在討論建制派及反對派提出
的修改議事規則的內容前，盡快

將《2017年印花稅（修訂）條例
草案》、《追加撥款（2016-2017
年度）條例草案》和《2017年成
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交
回大會審議，由議員討論和表
決，圖以此作為拉布的彈藥，令
修訂議事規則的議程不能如期
「上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今日會討論有關修改議事規則的問
題。
主席李慧琼昨日指，今日內會將預留5個小
時，討論議事規則委員會對修改議事規則的報
告，屆時議員無需就個別議事規則的修改內容
作逐項討論，只需就報告發表整體意見：「大
家發表咗意見，內會就係完成處理（這項議

程）。」
她預計，有關議題具爭議性，議員會踴躍發
言，亦因議題內容相當敏感，都有擔心出現衝
突場面，但仍希望議員能以理性討論問題，
「大會會參考議事規則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
意見、法律顧問的意見內容等，才決定哪些修
正案適合提交大會討論，希望議員能珍惜今日
內會的發言機會。」

反對派圖借3草案阻修訂內委會留5個鐘審修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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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鳴章一度被搞事學生包圍。
電視截圖

■搞事學生於畢業典禮後阻止楊鳴章
離開，場面一度混亂。 電視截圖

■沈祖堯寄語學生多聽意見反省自我，言行應
留有餘地。 中大供圖

■將於年底卸任的中大校長沈祖堯（左三），
昨日主持任內最後一次畢業典禮。 中大供圖

■陳健民
硬推張秀
賢，仲暗
叫反對派
退選喎。

fb截圖

■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與
港區人代餐
聚。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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