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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動」阻校禁「獨」惡嚇「吹雞」搞事
兩校禁「獨品」遭批鬥 教界：絕不向惡勢力低頭

「學生動源」為求播「獨」無所
不用其極，除了安插「門

生」入校派發「港獨」宣傳品的一
道板斧外，早前更安排葵涌循道中
學中五學生劉康「突襲」學界頒獎
典禮，在主禮嘉賓特首林鄭月娥跟
學生合照期間，乘亂以手機屏幕展
示違法「港獨」標語博上鏡。

寬容處理「慣犯」校方反被抹黑
據了解，帶隊老師當日曾勸喻劉

康應尊重大會禮儀，惜對方始終執
迷不悟。「學生動源」創辦人鍾翰
林更爆響口透露劉康原來並非首次
播「獨」，過往亦曾有在校園內派
發「港獨」傳單。校方遂於本星期
二約見劉康家長，提醒下次若再有
此等行為，將會記過以作處分。
學生一錯再錯，學校只作勸導、
無即時記過本已相當寬容，但「學
生動源」卻惡人先告狀，反抹黑校

方「打壓學生的言論自由」，更揚
言校方若不「公開向該名學生作出
正式書面道歉」及「撤回所有不當
言論」，將會派人作出「進一步行
動」。
鍾翰林昨日再在facebook召集人

馬，聲稱會於今日下午4時前往葵涌
循道中學施壓。「學生動源」的聲
明稱，會聯同相關學生於校外表達
兩大訴求及再次宣傳「港獨」，是
非不分行為令人髮指。

拒宣傳品鬧 設時事壁報都鬧
「學生動源」昨日在facebook專頁

還分享了所謂「聖母本土關注組」
帖文，自爆上學年曾策動入校播
「獨」計劃，包括將「港獨」傳單
放到不同同學的抽屜，並於多個課
室白版上寫上口號和「關注組」的
facebook網址，引同學注意，幸得學
校老師及時介入制止，歪風始未見

擴散。
為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關注

組」透露該校今年已增設校規：
「未經校方許可，學生不可在校內
派發宣傳單張。」而這又成了惡人
先告狀的把柄，該「關注組」聲稱
上述校規顯然是針對「關注組」而
設立的。
至於該校校長開明地接納「關注

組」成員意見，在校設立了時事專
欄壁報板，「關注組」卻將之演繹
為「敷衍了事」，戾橫折曲到令人
咋舌。該「關注組」並以此作借
口，合理化其在校繼續播「獨」之
行為，欲轉移視線誘導學生對抗學
校。

黃均瑜：豈容「黑惡」擾校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學生

動源」接連向學界採取威嚇手段有
如黑社會，絕不能容忍，「反對
『港獨』是理直氣壯，學校有責任
清楚向學生指出『港獨』不合情、
不合理、不合法」。
黃強調，社會最近關注校園欺凌

問題，教育局表明對校園欺凌「零容
忍」，如今有學校遭受欺凌更不可
忍，認為教育局有必要跟進事件，
如有需要學校應報警嚴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煽「獨」組織「學生動源」近月於學界蠢蠢欲動，以各種手段勸誘學生參與

播「獨」違法行為。學校本着教育專業精神，力阻歪風在校擴散本是理所當然，豈料這居然成了有人惡人先告

狀的把柄。「學生動源」近日接連進行網上「批鬥」，點名批評兩校阻止學生在校播「獨」，更如黑社會般

「吹雞」聲言今日會召集人馬到其中一所學校生事，以威嚇校方撤回禁「獨」決定及公開道歉。有教育界人士

強調，學界絕不能向惡勢力低頭，建議有關學校需要時應報警求助。

何謂「堅離
地」，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林

卓廷做出了完美示範：就上水龍豐花
園對開行人路擠塞，佢早前沾沾自喜
地向街坊匯報話「成功爭取」搬遷該
處的公共電話亭，結果街坊都話有商
舖非法將貨物擺出行人路先係擠塞嘅
原因，鬧佢本末倒置。昨日，上水一
帶塞車塞咗幾個鐘，林卓廷就再示範
咩叫「堅離地」，出咗幾乎成千字解
釋點解搬電話亭而唔係講上水塞車，
結果梗係俾街坊鬧多鑊啦！
林卓廷「成功爭取」搬電話亭，俾
街坊鬧爆，結果佢昨日就出帖解畫，
話搬電話亭係佢參選區議員嘅政綱之
一，當時冇人反對過，又稱該段行人
路分為公家及屋苑私人地，反咬鬧佢
嘅網民「根本忽略『該路段過半屬屋
苑私人範圍』的事實」。
佢話自己已多次敦促政府檢控違法擺

賣嘅商戶，及向擁有私家地的業主立案
法團反映，又話電話亭的電話使用率根
本極低，亦非什麼古蹟，「個別人士對
之有特殊感情，本人只能尊重。」不
過，佢一邊話個電話亭冇人用，一方面
就話現在唔係拆走而係搬遷喎。
林卓廷照舊將自己個帖文轉發去其

他北區居民群眾。在「North District 北
區」專頁，網民「C.c. Tsang」批評：「林
生，你訓（瞓）醒未呀？人地（哋）講緊公
家路既（嘅）商家物品阻路呀！……搬
走個電話亭，但D（啲）貨物越堆越
多，甚至霸埋本身放電話亭果（嗰）
個位！咁拆黎（嚟）仲（做）乜？先確保冇

人會放置雜物係（喺）公家路先啦！」
「Kai Fai Lionel Wong」也說：「你貼出黎

（嚟）幅圖裡面公家路一邊有一大棟發泡膠箱係
咪電訊盈科放低霸住條路架（㗎）？如果法團管
理嘅私家路就話無辦法、跟進唔到，唔做嘢去
溝通、協調，咁就唔需要區議員，反正無權力
做任何野（嘢）！」

網民：死唔認錯又衝出嚟蠢？
「Ka Wai Tse」則突破盲腸道：「你話電話

亭極少人使用，咁拆走咗你又叫人重置？」
「Becky Mok」就揶揄：「請問有冇街坊可以
解釋到點解民主黨嘅議員唔止死不認錯，仲要
錯完衝出嚟×？」
昨日上水非常塞車，林卓廷打一大段文去講

「我冇做錯到」而唔去關注，即刻俾網民鬧
爆。「John Tsang」揶揄：「上次大塞車就出
圖成功爭取搬遷電話亭，今（昨）日上水塞車
就出圖解釋搬遷電話亭。點解你永遠同市民睇
嘅嘢唔同咁離地，你幾時先肯正視問題！難道
冇咗電話亭就冇塞車？以林卓廷既邏輯，不如
拆咗條馬路係咪冇塞車囉！」
俾人鬧完後，林卓廷終於都出返個講上水塞

車嘅帖，但佢已經完美示範咩叫堅離地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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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般
的隊友」。「新民主同盟」北區區議員陳惠
達昨晨喺fb發帖，話自己清晨5點多去機場
送完機，但就要等到7點才有A43巴士返回
北區，應該要提早服務咁話。不過，有疑為
「新同盟」嘅支持者喺「北區交通關注組」
專頁轉發該帖時，就話陳惠達係到場「視
察」喎！網民「Tenson Chan」就揶揄，
「某區議員天光去機場送佢議辦嘅旅行團上
機，之後順便搭巴士返北區開工，都可以被
『美化』成去視察巴士服務，某關注組好野
（嘢）！」

為咗明年3月嘅
立法會補選，反對
派自己打嚟打去。

恨參選恨到出煙、成日打所謂「本土」旗號
嘅「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可能怕其他「獨
派」會同佢爭選票，近日喺網台節目話
「獨」派的地區組織「社區網絡聯盟」係
收咗錢嘅「鬼」喎！各「獨」派就反擊鬧
范國威「人格謀殺」，完全係為咗選舉。
其實呢，大家都係為咗爭權奪利啫，又何
須分得這樣細呢？

范國威亂潑紅 被寸政壇老害
2015年區議會選舉，一名為鄭永健接觸

多個「獨」派組織，話畀錢佢哋追擊傳統
反對派，結果俾人告發，最終賄選罪成。
范國威日前就在他主持的網台節目《政治
咖喱飯》中話，「當其時呢件案件（鄭永
健賄選案）……特別有啲『網絡』名，乜
乜沙田社區網絡、沙田新幹線、長沙灣社
區發展網絡，唔知點解無獨有偶地同（全
國政協委員）劉迺強曾經成立既（嘅）香
港社區網絡，都係有『網絡』嘅字，係有

關連。」
「社區網絡聯盟」發言人、沙田社區網

絡主席劉頴匡就發帖回應，話包括沙田社
區網絡在內的地區組織，當時在法庭上擔
當指證鄭永健的證人，「范議員意圖單憑
組織名稱，將一直奮力與建制派作戰的地
區組織與紅底組織連繫，用意何在？」
他批評，「這樣對地區組織妄加標籤，

只會令『泛民』與『本土派』、『傘兵』
的嫌隙加劇，更遑論走向和解與合作。希
望范議員能放下對地區組織的成見，讓彼
此能為民主運動共同努力。」帖子還標註
了揶揄范國威的「政壇關愛座」、「補選
近了」等詞。

「獨」派反插咖喱飯係政棍
劉頴匡喺自己fb補充話，佢自己出身自
「新同盟」，而另一被指控的「荃灣社區
網絡」就一直同「新同盟」喺荃灣合作，
「我真係唔明，明明你就識得我地
（哋），但又要係（喺）節目度咁樣講野
（嘢），意有所指地話我地（哋）係鬼，
究竟用意何在？」

「青年新政」的梁頌恆也發帖稱，范國
威口中指的幾個「社區網絡」，就是當日
鄭永健賄選案的證人，又揶揄道：「每次
選舉前還在喊什麼『民生無小事』『民主
派的最重要一戰』然後屢敗屢戰屢戰屢
敗。大概選舉近了，但他們也不見得跟貴
黨有什麼利益衝突，如此對熱血青年（年
輕）人格謀殺，何苦呢？」
撐「獨」的沙田區議員陳國強也做炸兩

稱：「范國威可能已是邪惡伙團的新代
表！他已開炮轟擊各區年青組織！
Evil！」
中大講師劉正亦在其fb專頁「無神論者

的巴別塔」中指：「范國威一味老屈，就
係因為呢啲新界地區網絡組織唔係佢啲樁
腳，要扼殺佢地（哋）於無形，所以話，
呢班本土傘兵到今時今日仲嘗試同泛民和
解，真係有啲天真。為咗贏補選，呢條范
國威真係無所不用其極，果（嗰）種政棍
嘅貪婪真係表露無遺」云云。
大家應該點睇，就放長雙眼睇：越近補

選，反對派就越多精彩嘢娛樂大家，大家
可以買定花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范國威「獨」派爭選「染紅抹黑」鬥鬧鬼

立法會補選將喺明年
3 月舉行，被 DQ 嘅

「青症雙邪」中的Cheap禎（游蕙禎）當
正個位係佢嘅，明知道自己神憎鬼厭，就
諗住搵撐違法「佔中」嘅袁天佑牧師個仔
袁健恩做替身。「而我不知道袁健恩是
誰。」
呢位仁兄喺圍內取暖就得啫，其他吼住
個議席嘅反對派當然睬你都傻啦！袁健恩
衰咗，為保面子，昨日就喺fb發帖話係佢

唔選囉喎。
Cheap禎此前同「教育實驗學社」嘅黃

子悅出盡力捧袁健恩，前者就話根據「政
治倫理」個位係「青症」嘅，佢哋應該有
權優先派人出選，初初反對初選，其後就
不斷搞小動作要人讓位，後者則成日低胸
短裙幫手派反「一地兩檢」單張，結果好
似神仙B話齋：「冇人識你喎！」袁健恩
昨日就發帖，話自己決定不會參加明年的
補選喎。

冇得選好酸 鬧「大台」假普選
為咗落台，他在帖中炮轟其他反對派，

話自己一直反對反對派的「初選」機制，
「若是同路，何必相爭，推動游蕙禎返回
議會，若非同路，何需初選」；「各人政
見未經論壇對決，何論初選」；「一小撮
人初選完了，便叫市民支持，如同假普
選」；每次都叫市民含淚顧全大局，只是
把市民當作政治工具。」
袁健恩踩低其他反對派其實同佢同一

個層次，話目前有機會參加補選有民主
黨、民協、社會主義行動、曾健超和他

自己，「基本上沒有一個得到廣泛支持
的候選人。不是妥協政治的黨派，便是
不夠立體的行動抗爭者，沒有一個正所
謂「又傾又砌』的人選。不論誰勝出初
選都無法取得足夠支持」，要求「能取
得更廣泛支持的『民主之士』參與補選
討論」云云。
不過，所謂「一雞死一雞鳴」，之前盛
傳話想「統領」所有「獨」派而退出民主
黨嘅區諾軒，昨晚承認自己會參加補選。
咦，咁咪即係要同民主黨打對台？之後實
好戲連場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袁健恩話唔做禎子替身 區軒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謝佳怡）近年大
學畢業禮經常被別有用心的學生騎劫，以
搶佔「焦點」。昨日嶺南大學舉行畢業
禮，多名畢業生趁機「做騷」搞事，在典
禮場外佩戴白襟花和高舉標語，並向參加
典禮的畢業生和家長派發白襟花、標語和
單張，聲稱不滿校長鄭國漢的管治手法，
要求其下台。鄭國漢則提醒學生，切勿
「為反對而反對，故意唱反調」，變得憤
世嫉俗。
嶺南大學昨舉行畢業禮，典禮場外多名
畢業生佩戴白襟花和高舉標語，聲稱要校
長鄭國漢下台，原因是他們不滿校方加開
課程，擔心會打破以往「小而精」的發展
方向，更稱鄭國漢「無考慮學生的立
場」、「打壓學生言論自由」，與學校的
教學理念「博雅教育」不相符云云。他們
更故作幽默引用歌手張國榮的《風繼續

吹》歌詞中「我勸你早點歸去」要求鄭國
漢早日離開校園，別續任校長。

憤世嫉俗惹憂 有違博雅之風
鄭國漢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嶺大不時

會因為某些學生的激進行為而上報紙，而
自由是博雅大學之風，他會捍衛學生的言
論自由，但當一些人的言論並非出於個人
信念，亦未經深思熟慮，則令他相當關
注。他提醒同學們要慎思明辨，「標籤與
口號無法取代經深思熟慮的觀點和理性判
斷。假如學生言行輕率，且出發點是嘩眾
取寵多於追求真相，這實在令我擔憂。」
他又提到明白人與人之間出現分歧很正

常，關鍵是懂得有建設性及合理地提出異
議，他希望學生不要人云亦云，或為政治
擺姿態、言不由衷，切勿「為反對而反
對，故意唱反調」。

標籤異見迫噤聲 有失身份
典禮完結後，畢業生將步入社會，鄭國

漢指出社會期望年輕人行為理性，遇到意
見相左者，不可簡單地將標籤強加對方，
要求對方噤聲，「大學生做出這種無禮行
為最是有失身份，更何況是曾經接受博雅
教育的學生？」他又留意到一些學生甘願
故步自封，以有色眼鏡看世界，變得憤世
嫉俗，然而拒絕溝通無法帶來更好的社

會，故促請同學放下偏執。
嶺大在昨日畢業禮上共頒授學士學位、

深造文憑、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予約
1,100名畢業生，同時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予3位傑出人士，包括嶺大諮議會前主席
羅世傑、倫敦大學學院國際高等教育學教
授及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Simon Mar-
ginson，及現代中國歷史學家、海外華人
歷史的國際權威王賡武。

畢業生「白花」搗亂
鄭國漢勸勿盲反

■林唔理上水塞爆，卻千字文死撐搬電話亭，
離地上太空啦。 fb截圖

■■鄭國漢鄭國漢（（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希望學生不要盲目堅持無理和偏執希望學生不要盲目堅持無理和偏執。。 校方提供圖片校方提供圖片

■眾「獨」派向范國威開火，話佢為咗選票
就抹黑對手。 fb截圖

■「學動」及鍾翰林話召集人馬搞葵涌循道中學。
「學生動源」facebook專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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