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西環關心當「干預」
馬斐森辯稱被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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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人 要
講 誠

信，做大學校長更要講。
港大校長馬斐森反口覆
舌，以今天的我打到昨天
的我，顯然不知誠信為何
物，如此品格實在有違公
眾的期望。為何在臨別之
際，馬斐森才突然「爆
料」，雞吃放光蟲──心
知肚明，不過為自己打造
捍衛民主自由、學術自由
的形象，博得新東家的好
印象。

去年9月本港多間大學
民主牆出現「港獨」標
語，十大校長發表聯合聲
明，反對「港獨」及譴責
校園內有人濫用言論自
由，聯署人包括馬斐森。
但他近日接受訪問時又改
口稱，並非譴責同學討論
「港獨」，只是針對教育
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墮樓
身亡而出現的仇恨言論。

他又聲稱在應否容忍
「港獨」討論一事上未能
說服其他校長，有關譴責
仇恨言論的字眼也在草擬
聲明過程中刪去。

如果馬斐森真的不認同
聯合聲明，他大可不簽；
簽署之後遭到反對派攻
擊，他又狡辯，說聲明內
容並非他的原意。變臉快
過變色龍，缺乏擔當，無

腰骨，又如何成為港大的
校長？「港獨」不合法不
合理，聯合聲明十分清晰
地表達了反對「港獨」的
立場，何來馬斐森所說的
有意義含糊之處。他擺明
就是不簽怕被孤立，簽又
怕受到指責，唯有砌詞狡
辯，企圖面面俱到，其實
誰也討好不了。

馬斐森還在訪問中指控
中聯辦干預港大事務，對
他產生壓力，但在港大校
委會主席李國章的過問
下，他又否認作出有關指
控，是媒體誤解了他的意
思。他聲稱在訪問中只是
說曾接獲中聯辦意見，並
感到工作有壓力，結果被
媒體混為一談。指媒體誤
導，是極為嚴重的指控，
如果真的是媒體搞錯，為
何不見馬斐森主動澄清，
提出譴責。馬斐森在港雖
不足4年，但看來已經好
識「耍太極」。

馬斐森本月底即將離
任，返回英國出任愛丁堡
大學校長，在臨走之前如
此高調，顯然並非無的放
矢。畢竟在歐美眼中，敢
向「強權」說不才有「吉
士」（Guts）。馬斐森回
祖家之前，趕快獻上一份
投名狀，以便洗脫此前的
不堪形象，新老闆才會另
眼相看。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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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天下事事都因
為傻根（城邦派「國
師」陳云根），估唔到

𠵱 家變成新東政策都因為秀賢。事緣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前日再次要求當局豁
免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收費，以減低巴士車
費價格，點知有意參加新東補選嘅學聯前
常委張秀賢即刻話人抄佢，仲貼埋自己舊
年11月24日篇文出嚟做「證據」。劉國勳
見狀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只好同佢講「唔
通我識如來神掌又話過你知咩」，再貼返
自己舊年6月已經開始爭取嘅證據，仲贈佢
兩句話︰「臨近補選，明白要谷下（吓）
人氣，我都樂意幫你推一推，不過下次拾
人牙慧之前，請先做好功課。」
張秀賢噚日喺facebook出文，話劉國勳上
咗佢隻船，「認同秀賢我早前有關巴士減
價嘅政策倡議」，然後就寸劉國勳「唔好
淨係大隻講但又唔落力推，最後得咗就扮
成功爭取啦」，再加上「政策剽竊就冇得
舉報嘅」、「政治抄抄子」等hashtag（標
籤），擺明話人抄佢。

爭九巴減價 有圖有真相
劉國勳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喺自己個fb

度澄清，再喺張秀賢個post留言，問佢︰
「唔通我識如來神掌又話過你知咩？」劉
國勳話，見到張秀賢個post，「望一望標題
當堂嚇一跳，睇完得啖笑。」
其實，劉國勳早於去年已多次喺立法會

發言提出、與運輸署及巴士公司商討跟
進、再夥拍黨友鄧家彪召開記者會等，佢
貼出有關文書往來話︰「運輸署和九巴都

分別回覆指會仔細考慮我的意見（有圖有
真相），背後種種的工作，並非紙上談
兵。」
雖然張秀賢係咁話人抄襲，但劉國勳都

冇計較幫佢推一推人氣，貼埋張秀賢原post
出嚟，等大家可以去睇清楚佢為人囉。劉
國勳仲加咗幾個抵死hashtag，話佢「衝出
黎（嚟）」、「幫張同學推人氣」、「下

次要好好做下（吓）功課」、「求其抽一
封回信都早過11月24日」、「要求豁免公
共交通工具隧道收費」、「講左（咗）又
做左（咗）」。
網民「Mokwan Chung」亦去咗張秀賢個
post度留言問︰「得你先識諗？」「Thom-
as Ng」就揶揄︰「而我不知道張秀賢是
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話劉國勳抄政策 原來張秀賢先係賊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聲稱要調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
UGL事件，前年11月在立法會成立專
責委員會。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昨日在閉
門會議後表示，委員會在過去一年曾向
梁振英、司法機構、稅務局及立法會秘
書處等作出查詢，但一直未有進一步的
證據或資料，調查工作毫無寸進，亦無
進一步的證人可以傳召或作為下一步聆
訊的基礎，需在下次開會時再討論何去
何從。
被問及梁振英如何回覆委員會的查詢

時，謝偉俊表示，自己不能具體細緻地
去講述其回覆，「但係基本上我哋係無
進一步的任何正面進展或者協助。」他
坦言，現時得不到相關機構的合作，委
員會的工作的確困難重重，最終調查會
否不了了之，又或者提早交報告解散委
員會，也要下次開會再決定。
謝偉俊續指，在立法會大會上引用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去進行
相關調查，可能是之後會被建議或者考
慮的方向，但現時未能評估可能性，一
樣要留待下次會議決定。

UGL委會
查逾年無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議事規則的修改，成功限制反對派在議會
內上演「政治騷」。反對派在昨日立法會
大會上就「一地兩檢」安排提交呈請書，
要求「深入討論」有關安排。由於在修改
議事規則後，提交呈請書的人數門檻已提
高至35人，令該呈請書因無足夠人數支持
而不獲通過。有建制派議員強調，在「一
地兩檢」的「第三步」本地立法時，議員
有足夠的空間討論議案，故盡快開展「第

三步」才是務實的做法，反對派提出要成
立委員會討論是沒有必要的「政治騷」。
立法會昨日在去年12月通過議事規則修

訂後復會，「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
光、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公民黨黨魁楊岳
橋及「香港本土」議員毛孟靜在會上提交
呈請書，要求交付內務委員會討論廣深港
高鐵「一地兩檢」本地立法的安排。他們
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地兩檢」
決定是回歸以來香港基本法執行的最大

「倒退」，質疑決定的法律基礎「不足」
云云。
不過，由於僅有21名反對派議員站立支

持，不足議事規則修訂後規定的35人、即
議會一半人數，因此不獲通過。反對派議
員其後高呼「修改議事規則可恥」，之後
集體離場，「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隨即
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圖阻延會議。莫乃光向
傳媒稱，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了議會監
察政府的能力，並聲言建制派沒有支持
「好的」呈請書。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反駁，在「一地兩

檢」的「第三步」本地立法中，議員有足

夠的空間討論議案，因此他認為成立委員
會討論是沒有必要的「政治騷」，盡快開
展「第三步」才是務實的做法，「我們並
非不容許就『一地兩檢』有討論，而是絕
不贊成利用呈請這方式變成另一場『政治
騷』，我相信這也不是市民願意見到立法
會處事的方式。」

「第三步」夠空間論「一地兩檢」
他續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立法的理
據清晰，須承認其憲制上的地位及權威，
不認同有人稱「一地兩檢」會影響高度自
治以及「港人治港」的說法。

修規首提呈請書失敗 反對派無得做騷

蟲泰抽虐殺案水 傻根乘機摑兩巴
大家掛同一個牌

頭，一個當選，一
個落選，尤其是落

選嗰個號稱「上知天文下知道理」，當
然梗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啦！「熱狗」主
席蟲泰（鄭松泰）近日喺其網台節目抽
水5歲女童臨臨之死，話要迫使政府立
兒童保護法咁話。「青城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近日就發帖質疑，話「賦予
政府更多法律權力，之後成人都被虐
待」喎！有「云粉」就話，身為立法會
議員剩係識咩都叫政府介入，將家庭責
任外判，令人反感咁話。

鄭倡立法「保護兒童」
蟲泰近日喺《熱血時報》嘅節目度，
借臨臨一事抽水，話呢單喺屯門發生嘅
虐殺兒童案「再次顯露了政府部門的官
僚主義」，而特區政府正就成立「兒童

事務委員會」展開諮詢，「我們必須趁
咨（諮）詢期間，向政府施壓，迫使政
府立兒童保護法，令政府正視兒童權
益」云云。
傻根就喺fb轉發咗蟲泰呢張帖，仲話

「香港已經有保護兒童的法律，但被濫
用的多，被適用的少。賦予政府更多法
律權力，之後成人都被虐待。家庭的問
題歸家庭，將家庭的責任給予政府、學
校，社會的基礎就解體了」。

陳批家事卸責予政府
唔少「云粉」撲出嚟附和。「Li

Pan」聲言：「 現政府的權力早已過
大，家長已失去大部分教育子女的權
力，若繼續把權交給政府，香港人最終
連保護子女的權力也失去。」「Cliff
Hou」也道：「家庭兒童問題係一個很
複雜的問題，當中有唔同原因，唔係立

法就可以輕易完全解決問題，更要注意
當中反而會衍生更多問題。」
有人更將矛頭指向蟲泰。「Jane
Checketts」道：「香港D（啲）議員，
一有事，就只求立法又立法。全部是換
湯不換藥的自欺之舉。」「Tony Ng」
就話：「從來好反感動不動就立法管呢
樣嗰樣，尤其呢啲立法會議員，正正就
係手上得把螺絲批，就將所有問題當螺
絲處理。」「Gary Tse」揶揄：「令我
諗起有d（啲）環保×想通過強權去實
現環保。」
蟲泰就留言「反駁」：「我想，關鍵

是：兒童問題是不是等同家庭問題。兒
童權益法其中一個重點亦強調初級預防
與家庭支持的重要性，與現行的『防護
兒童條例』取向明顯不同。」
「Chui Chin Pang Justin」留言反

擊：「現在立法等同身為父母的本份

（分），外判給政府代為管教，去剝削
家庭的天職與權利。」
「Mientje Torey」也批評道：「老師

諗住教精佢，可惜孺子不可教，見到咁

嘅反應，都唔會有任何賢哲去指點佢，
就同『泛民』『左膠』講理一樣，太睇
得起佢地（哋）智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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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人物」之一「藍鳳凰」都發
帖揶揄蟲泰。 藍鳳凰fb截圖

■傻根在fb轉發蟲泰個帖，並留言批
評。。 陳云根fb截圖

李國章昨日接受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議會內外》
專訪，被問及馬斐森早前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

稱，中聯辦經常與他聯絡，形容中聯辦「對教育事務感
興趣」，似乎意有所指。李國章回應指，自己被報道內
容嚇了一跳，隨即透過短訊向馬斐森了解情況，並在節
目上即場讀出馬斐森的回覆，引述馬批評《南早》的說
法是錯誤引述。

李國章引馬澄清非干預
他引述馬斐森指，自己當時被記者問到是否經常在壓力

下工作，馬回答「經常」(all the time)；其後再被問到是
否曾與中聯辦溝通，馬回答是，結果報道將兩者混淆一
起。馬斐森在短訊中並強調自己從未使用「干預」（in-
terference）一詞，訪問過程中只提及中聯辦會給意見
（advice）。
被問到中聯辦與大學校長會面並給予意見是否恰當，

李國章強調香港的教育相當重要，中聯辦關心大學發展
可以理解，也認為提意見不至於構成壓力，「難道連傾
偈都唔得？」

掌港大兩年不應談續約
他續說，自己過往亦曾出席中聯辦飯局，形容對方主

要是想聆聽大學管理層對於大學發展的看法，不認為涉
及干預。他寄語外界看待事情必須客觀，切勿但凡涉及

「中央」便一味反對。
《南早》報道又引述馬斐森自稱「已踏入5年任期的
第四年」，歸咎李國章遲遲未有跟他洽談續約是其「跳
槽」的原因之一。李國章反駁指，「即使至今時今日，
他也未有做到第四年。」李國章憶述馬斐森曾在2016年
向他提出想要續約多5年，惟當時對方在任只有兩年多
時間，強調大學規矩上不可能如此，反問在短短兩年多
時間便談續約又是否合理？
李國章指出，替換校長或不與校長續約是一件大事，

除非任內犯下重大錯誤，否則「好難炒校長」，亦無人
打算將馬斐森解僱。

學生會「斷莊」應反省
就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出現「斷莊」情況，即無人組閣參

加來屆競選。李國章認為這與學生會近年作風激進有關，
「學生會自己要反省，出發點應該是維護學生利益……而
非搞政治。」他提到過往學生會發起的衝擊校委會事件
中，有學生使用暴力，結果導致學生會失去同學信任，
「同學都覺得學生會立場不代表我，我都費事嚟選你。」
另一方面，馬斐森接受港大校園英文刊物《hKU-

DOS》訪問時，再就當日十校長反「港獨」聯署砌詞解
釋，聲稱若有機會希望能讓聲明譴責的地方更加清晰，
又謂港大學生「應可討論『港獨』（I think they
should）」，言論與昔日大相逕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即將「跳船」往蘇格蘭愛

丁堡大學的香港大學校長馬斐

森，任內行徑屢受爭議，近日

他把握離職前的最後機會頻頻

接受訪問，欲為自己辯解，結

果弄出「大頭佛」。他日前接

受媒體訪問時稱中聯辦經常與

他聯絡，被別有用心者解讀為

受到「干預」。港大校委會主

席李國章昨日表示，已向馬斐

森了解情況，澄清有關說法是

錯誤引述（misquoted），指報

道是「假新聞」(fake news)。

他又否認自己無意跟馬斐森談

續約，而是對方當時只完成了

兩年多的任期，「規矩上點都

應該3年半至4年先傾。」

■盧偉國昨於立法會上批評反對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劉國勳在 fb
發帖澄清。
劉國勳fb截圖

■劉國勳在 fb
貼出與九巴往
來的文書。
劉國勳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