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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風 日
下，當今
香港部分

大學生，稍有不如己意即發
茅、衝擊、圍堵、粗言辱罵師
長，「無品」已是社會共識。
有機構發佈青少年品德研

究，揭示出本港社會除了有關
道德水平下降的憂慮外，年輕
人的「自我中心主義」亦值得關
注，適逢浸大學生會「佔領」
語文中心事件發酵，當中的滋
事學生，活脫脫就是無品兼極
端自我中心的「人辦」！
「 自 己 感 受 比 他 人 重

要」、「不論什麼事，總能找
到為自己行為辯護的理由」、
「很多時他們覺得別人對自己
的批評都是無稽之談」，均為
是次品德研究的結論，同時用
來形容浸大生的橫蠻也無比貼
切。
他們的理由終歸只是「我不

想讀（普通話）」，因為這個
「感受」，大學要取消要求，
因為這個「感受」，可以辱罵
前線老師、擾亂大學運作。

粗口作「口誤」歪理零承擔
當事情鬧大後，一連串似

是而非的辯護理由便湧現，包
括：評分準則不透明、講粗口
是「口誤」，對外界批評他們
也明顯聽不入耳，不談自己的
劣行令大學蒙羞，卻轉移視線
稱「着眼點」是要校方檢討普
通話畢業要求。
大學教育因應社會變化而

調節，如果10年前，浸大看
到普通話重要性及學生的不足
而設畢業要求，今時今日大學
校園充斥「無品」的無賴，大
概亦應研究將「品德教育」列
為畢業要求，才能回應社會對
大學生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無品橫蠻「人辦」
品德教育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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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年輕一輩的品行一直受社會關
注，理工大學最新研究顯示，
超過一半家長及近七成教師認
為港青道德水平正在下降，他
們更表明現時青少年極端自我
中心，逾七成家長及近九成教
師更直言，不論什麼事，青少
年總會為自己的行為找辯護理
由，即使遇到別人批評，他們
亦會視為無稽之談。
理大近日與和富社會企業進

行合作研究，探討香港青少年
道德品格發展情況，昨日研究
公佈家長意見的部分，對象包
括431名來自9所本地中學學生
的家長，並與早前已公佈的教
師意見作對照。

逾半人指青少道德每況愈下
整體而言，家長及教師對青

少年品德差意見相去不遠，
36.5%家長認為香港青少年道德
水 平 低 或 很 低 （ 教 師
39.6%），遠高於認為道德水平
高的16.4%（教師7.9%），亦
有51.7%家長指青少年道德水
平正在下降（教師67.3%）。

研究亦顯示，大多數家長及
老師都認為香港青少年充斥
「自我中心主義」，將「我」
凌駕其他一切之上。66.7%家長
指港青符合「自己感受比他人
感受重要」（教師89.9%），
71.8%家長認同「不論什麼事，
他們總能找到為自己行為辯護
的理由」(教師87%），亦有
55.7%家長坦言「很多時他們覺
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都是無稽
之談」，一副「我永遠是對
的」嘴臉。
就青少年有自我中心的傾

向，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及社
會應提供更多資源，協助學校
及社區加強學生社會心理能力
訓練，提升其關心他人的意願
和能力，並加強家庭教育對青
少年利他行為的引導。

家長老師嘆部分港青
「自己大晒」錯唔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浸大學生會於上
周三糾眾「佔領」語文中心兼爆粗侮辱老師，劣行
遭全城鬧爆。校方為了以正視聽，高層代表昨與學
生召開閉門會議，向學生解釋考試安排的詳情。副
校長周偉立指，現階段不會承諾就豁免試及普通話
畢業要求作出改動，但會收集意見，交由教務會議
討論。該校文學院副院長羅秉祥昨稱支持取消普通
話畢業要求，言論一出即遭網民、社會人士批評，
直言此舉會害了學生，大學不應「開倒車」。
上述閉門會議有約40名學生及教職員出席，包括
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校方代表則有周偉立、協
理副校長(教與學)暨教務長黃岳順及語文中心主任李
贏西。
會議上有學生嫌豁免試太難，與試卷參考樣本的
難度有差異。周偉立解釋指，兩者的難度相若，校
方做很多檢測功夫，確保試卷的公平性。李贏西補
充指，試卷樣本獲兩位普通話專家檢查確認，而每
名考生於考試前均有30分鐘時間準備，考試允許學
生有口音及方言，只要不阻礙其表達及溝通，均不
會當不合格處理。

「條條大道」達標 搞激莫名其妙
另有同學質疑考官評分準則不統一，李贏西回應
指，每名考生由兩位考官考核，並有錄音。若兩名
考官評核有分歧，在考試結束後，會由第三位考官

重聽錄音並作評核。另外，考試設覆核機制，有疑
問的同學可以申請覆核。她重申，大學實施普通話
畢業要求近十年以來，僅少於5人未能符普通話畢
業要求，而且同學可透過多個渠道達到普通話畢業
要求，參加豁免試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小部分學生不惜「佔領」語文中心也要奪取的
評分準則，李贏西指有關文件是供老師評分時用，
對學生激烈的舉動，「我感到很 confused（困
惑）」。
周偉立在會議完結後向傳媒表示，校方會參考同

學的意見及諮詢教職員，根據實際情況檢討豁免試
的程序，現階段不會承諾會否在豁免試及普通話畢
業試作出任何改動，教務會議亦會跟進討論相關事
宜，校方會邀請曾考過豁免試的同學參與檢討小組
以收集意見。

學生都明益處 教授「怪論廢試」
浸大中文系學生彭同學認為，普遍學生的普通話

水平不錯，可以作日常的溝通，但仍有提升的空
間，但既然大部分同學於中小學都學過普通話，相
信大學的普通話課程能幫助同學喚回記憶，很有好
處。
浸大文學院副院長羅秉祥昨於facebook撰文，批

評同學衝擊語文中心是校園欺凌事件，要求涉事同
學盡快道歉。不過羅稱既然學生沒有學習普通話的

動機，只是帶着
怨憤被迫上課，
對師生都是折
磨，建議校方取
消普通話畢業要
求。
不過，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何啟
明卻未敢苟同，
他認為大學生需
要有基本的能力
以應付社會的挑
戰，以及為同學
日後再進修作準備，而對普通話的運用就是相關能
力之一。其他網民更毫不客氣地批評羅秉祥「枉為
教授」、不為學生前途着想，要校方取消普通話畢
業的要求是在開倒車。

何啟明葉太：學普話增競爭力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認為，浸大對學生語文水

平有要求很合理，尤其是普通話在現今社會非常重
要，港人如不好好學習，其競爭力便會落後於人。
她奉勸同學們不要隨便因考試有難度便投訴制度不
公，應該視考試難度為挑戰。對於行為粗暴及不文
明的學生，她認為應予以嚴厲處分。

大學不應「開倒車」市民挺普通話試

自詡為「浸大山人」的陳樂行，是反普通話團體
「港語學」召集人，長期參與、策劃「港獨」、

「反中反普」等活動，在校園內張貼非法「港獨」海
報，傳播侮辱基本法、國歌法圖片，及在公開場合
辱罵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落地獄」等劣行，在校內早
已聲名狼藉，卻在激進反對派圈子中「小有名氣」。
陳樂行於今年元旦當日，在facebook轉發「名校

Secrets」專頁《讀中醫要返大陸讀嘅三大理由》的
帖子，並發表謬論稱：「去得多大陸，心腸都惡
毒。」又爆粗口「我×你啦。自己食霧霾就算，仲
要散播謠言，賣港人豬仔。」
言猶在耳，半個月後的1月16日，陳樂行又在fb

發帖宣佈，「搞完這單（反「普教中」記招）就上
廣州實習，一年後再見」，又將起行前的4日渲染
為「生命最後嘅四日」云云。其後在網友詢問下，
他自爆實習地點是廣東省中醫院。

粵中醫院接海量投訴正調查
上述消息迅速在香港及內地各大網絡平台發酵，

廣東省中醫院醫務處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已接到多
個投訴陳樂行的電話，醫院已在核實情況，調查清
楚後將公佈結果。浸大發言人表示，正了解事件。

「騎呢英語唔識普話應咩市？」

不少網友到陳樂行 fb留言狂轟。網民「Deric
Lam」指陳樂行是「黃絲垃圾大學生」；亦有人譏笑他
在「佔領」語文中心以「騎呢」英語恐嚇外籍老師是自
取其辱，勸他「讀書少就唔好出來丟假（架）啦」；還
有不少網民大呼「我地（哋）廣州唔歡迎你！」眾
人不僅懷疑他是否能應付講普通話的病人，並「極
度懷疑是否係為咗『港獨』反華嘅政治目的？」
陳樂行昨接受媒體查詢時，原本聲稱沒有受到事

件影響，亦沒有人告知他被投訴，但後來又稱上網
時見到有人要拿他去解剖，憂慮人身安全，已向校
方轉達狀況。陳樂行其後要勞煩老師陪同下返回香
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佔領」浸大語文中心辦公室的其中

一名搞事者陳樂行，本身是該校中醫

學及生物醫學學生，一直盲撐「港

獨」。他今年元旦在 facebook 揚言

「去得多大陸，心腸都惡毒」，但日

前又自揭將前往廣東省中醫院實習一

年，在起行前卻大言不慚地稱是「生

命最後嘅四日。」一貫敵視內地的他

被網民炮轟自相矛盾，其實習醫院透

露已接到多個投訴陳樂行的電話，正

核實情況。由於輿論群情洶湧，陳樂

行驚衰，結果昨晚要在老師陪同下折

返香港。

■石丹理
昨發表青
少年品格
發展的最
新研究結
果。
理大圖片

■左起：周偉立、黃岳順。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佳怡攝

■陳樂行自爆實習後被「炮轟」。 陳樂行fb截圖

■陳樂行透露上周六赴廣州實習。 陳樂行fb截圖
■自high為「浸大山人」的陳樂行，是反普通話團
體「港語學」召集人。 陳樂行fb圖片

■■「「佔領佔領」」浸大浸大
語文中心辦公語文中心辦公
室的其中一名室的其中一名
搞事者陳樂行搞事者陳樂行
（（圈內圈內）），，一直一直
盲撐盲撐「「港獨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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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警務處
處長盧偉聰指，去年香港整體治安持續改善，整
體罪案共56,017宗，較前年下跌7.6% ，為1975
年以來新低。以每十萬人口罪案率計為758宗，
是自1971年來新低，整體破案率為48.2%，上升
了9個百分點。香港治安良好，在香港社會和國
際上有口皆碑，港人生命財產安全得到充分保
障，警隊功不可沒。警隊是維護香港法治嚴明，
讓香港充滿活力又秩序井然的中流砥柱，廣大市
民對警隊的奉獻心存感激。任何人以政治化心態
貶低警隊形象，企圖打擊警隊士氣，損害香港法
治安寧，是與民為敵。政府當局和市民都應珍
惜、支持警隊尤其是前線警員嚴正執法，捍衛法
治，確保香港平安和諧穩定。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華洋雜處，不同文化宗教
交匯，但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保持良好治安，犯
罪率持續下降，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肯定。世界經
濟論壇2017年對全球136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
後公佈的報告顯示，「世界最安全國家及地區」
中，香港排名第5，遠超英美俄等地區；美國調查
機構Backgroundchecks.org 公佈 2017年最新全
球最安全旅遊城市/國家排名，香港獨佔鰲頭，更
勝過新加坡及日本。香港被評為全球最安全的目
的地，不僅港人得以安居樂業，社會保持繁榮穩
定，而且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資金和遊客，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旅遊城市的地位，
帶來實實在在的巨大利益。

香港能夠保持良好治安，高效廉潔、文明專業
的警隊應記首功。警隊盡忠職守，除暴安良，維
護正義，有效打擊遏止各種犯罪；近年面對「佔

中」「旺暴」等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違法暴力事
件，警隊忍辱負重，緊守崗位，以有理有節有據
的執法行動，妥善處理重大挑戰，維護了法治和
市民利益。毋庸置疑，香港治安良好，警隊是最
大的保障，居功厥偉。同時，本港警隊文明執
法，堪稱世界典範，深得市民的好感和信任。

港人能夠享受平安和諧的生活，絕大多數人都
感謝警隊的工作和付出。但是，由於本港近年泛
政治化，大型違法暴力街頭抗爭層出不窮，衝擊
法治，擾亂治安，警隊依法辦事，果斷制止違法
暴力，卻遭到別有用心、不符事實的攻擊和抹
黑。「佔中」期間，「黑警」等詆譭之聲不絕，
示威者肆意挑釁警方，連警員的家人都受到粗暴
的網絡欺凌；「旺暴」期間，暴徒對警員拳打腳
踢，甚至危及警員的生命安全；有人用「有色眼
鏡」看待警隊，誤導市民，製造警隊民望不斷下
滑的印象；個別警員更因執法的一時不當行為而
受到法庭重判。這些不公平的對待，難免會影響
警隊士氣，削弱警隊維護法治的執行力，對香港
的長治久安有利還是有害，市民不難判斷。

「佔中」期間，支持警隊的歌曲《無怨的信
念》流傳一時，其歌詞唱到：「誰逢絕處，都可
找到你頂住／危急當中，警方都會在線」。警隊
是為港人遮風擋雨、排難救急的保護傘，如何保
障前線警員不受挑釁不受辱罵，維護合理的執法
尊嚴，關乎香港的整體利益。除了在福利、裝備
上給予警隊必要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要凝聚強
大民意，作為警隊維護良好法治、保持社會正常
秩序的堅強後盾，令警隊無畏無懼，全心投入，
為民服務。

珍惜支持警隊 保香港長治久安
蔡英文上台以來推行一系列基於民進黨「台

獨」理念的措施，令兩岸關係開倒車。日前她接
受台灣島內媒體採訪時竟然聲稱：「不排除大陸
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蔡英文無論在兩岸關係
還是島內事務上，都毫無作為，導致民怨沸騰、
民望崩盤。頹勢之下，蔡英文不努力改善兩岸關
係、改善施政，反而散播不負責任的言論，製造
恐慌，明顯是想轉移島內民眾視線，企圖挽救不
斷下滑的民望，保住當政地位。但這種做法，只
會進一步毒化兩岸關係，違背兩岸民眾期盼和平
發展的共同意願。造成目前台灣發展停滯、兩岸
關係僵持的局面，蔡英文須負百分之百責任。歷
史一再證明，操弄兩岸議題只會適得其反，唯有
堅持「一個中國」，維護兩岸關係發展基礎，才
能順應民意，造福民眾。

蔡英文過往曾在公開活動宣稱，不相信大陸會
對台灣動武。言猶在耳，蔡英文就毫無根據地指
稱「不排除大陸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反口覆
舌，實在連政治人物的基本誠信都棄之不顧。值
得關注的是，近期無論兩岸關係還是國際形勢並
沒有明顯變化，為何蔡英文要打倒昨天的我？無
疑，島內情勢是最大原因。今年底島內將舉行包
括縣市長在內的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
各個政黨的黨內提名期已經展開，而蔡英文民望
每下愈況，受其拖累，民進黨的選情不容樂觀。
因此，蔡英文唯有故伎重施，祭出操弄兩岸議題
的手段，以拉抬選情。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
水的一家人，沒有人希望看見骨肉相殘。大陸
始終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習

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必須繼續堅
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中共秉
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
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
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同時，習近平指出，
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
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我們絕不
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
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
分裂出去！

蔡英文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令兩岸關係嚴
重倒退，顯示她在兩岸關係發展問題上嚴重誤
判，低估了大陸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決
心。同時，因為兩岸關係發展停滯，台灣政治、
經濟、社會面臨諸多問題，民怨沸騰，超過6成
台灣民眾對蔡英文不滿，這完全是蔡英文不承認
「九二共識」的結果。

不斷挑戰大陸的底線，以危言聳聽轉移視線，
不僅不能保障台海和平穩定，相反將令兩岸關係
雪上加霜，給島內發展增加更多不確定因素。蔡
英文當局為了「報復」大陸開通M503航線，竟
然拒批大陸航空公司的兩岸春節加班申請，對大
陸影響極其有限，卻導致台胞台商有家回不得，
令人反感。蔡英文當局為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民
眾利益，難怪其民望低處不算低。蔡英文必須徹
底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放棄「武統論」恐嚇民
眾的小動作，承認「九二共識」，答好兩岸關係
何去何從的問卷，讓兩岸關係重回和平發展的軌
道。

以「武統」論轉移視線 蔡英文打錯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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