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大生遊行 反對派藉機造勢
播「獨」政客補選參選人撐場 建制網民齊批騎劫集會

浸大兩

張 停 學

令，引出

大班「牛鬼蛇神」！該校學生會會長劉子

頎及中醫學院學生陳樂行，因糾眾「佔領」

語文中心、威嚇及粗言辱罵老師而面臨校

內紀律聆訊，並在聆訊開展前要暫時停

學。學生會昨日發起遊行不滿校方做法，

有約200人到場支持。劉陳二人聲稱，事

件為「單純校政改革」，但實情卻是藉反對

普通話畢業要求而不斷侮辱內地，遊行隊

伍中除包括數以十計校外團體「充數」

外，更有大批播「獨」政客，以及多名立

法會補選反對派參選人，再次意圖將大學

校園政治化及變成反對國家的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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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浸大搞事學生「佔
領」語文中心、粗言辱罵威嚇教職員事件沒完沒了。
繼前日校園內多處被人噴上辱罵校長及不滿普通話考
核等塗鴉字句後，昨日校園內圖書館及停車場外牆，
再發現有滋事分子用噴漆噴上「×你錢大康」及「反
歧視」等中英文粗口字句。警方將一連兩日的塗鴉事
件列作「刑事毀壞」案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昨日首先發現被噴塗字句的現場為九龍塘禧福道浸
會大學區樹洪紀念圖書館外牆。凌晨3時許，有職員
發現外牆被人以藍色漆油噴塗上「×你錢大康」及
「反歧視」等中英文字句。
上午7時許，浸大傳理視藝大樓停車場其中一幅外
牆，亦發現被人噴上「反歧視」及「不要普通話」等
的中英文字句，一名姓黃女職員報警求助，並安排同
事將有關字句用黑色垃圾袋遮蓋。
警方到場調查後，將兩宗塗鴉事件列作「刑事毀

壞」案，交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探
員已翻看校內閉路電視錄影片段，追查涉案者歸案。

續有粗言噴字警列刑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香港浸會大

學早前有部分學生因不滿普通話豁免試有難
度，強佔學校語文中心及粗言辱罵教職員，
校方勒令帶頭的學生會會長劉子頎及中醫系
學生陳樂行暫時停學。趁昨日學生搞集會及
校內遊行聲援兩人，「珍惜群組」十多名成
員到集會地點附近示威。召集人李璧而認
為，學生年少無知，入世未深易受羊群心理
影響，被有政治目的者利用作棋子，並強調
不同地方均學普通話，如浸大學生拒學就會
「口啞啞」，自行降低競爭力。
「珍惜群組」十多名成員昨日舉起「身
為國民最驕傲 現今普通話天下」、「全球
人學普通話 浸大學生口啞啞」及「支持錢
大康校長 嚴肅處理佔領事件」等標語，到
浸大本科生舍堂賽馬會廣場門外示威。
李璧而表示，支持浸大校長錢大康嚴肅

處理事件，並認為老師應該引導學生認識祖
國文化，推動國家語言為本分，令回歸20
年的香港與國家接軌，幫忙去除「殖民
化」，令香港學生明白國家才是他們的根
本，而學習普通話是大勢所趨，不少外國人
都嚮往到內地旅遊、營商及求學，甚至有國
家已將普通話列為重要科目。
她並批評浸大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陳

士齊，及文學院副院長暨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主任羅秉祥早前死撐學生的言論不當，特別
是羅秉祥誤導學生，要求撤除他的教席，免
繼續誤人子弟，「羅秉祥早前有份參與違法
『佔中』行動，現時還鼓吹取消浸大的普通
話畢業要求。」
李璧而續指，學生年少無知，入世未深
易受羊群心理影響，被有政治目的者利用作
棋子，不惜犧牲學生前途，又認為學生會已
成政棍、暴徒、「港獨」溫床，行為與黑社
會無異，期望錢大康保護浸大學生。
在示威期間，有自稱是浸大畢業生者上

前與李璧而口角，及後有學生、途人及「珍
惜群組」成員加入「戰團」，雙方互相對罵
幾近十分鐘，場面一度混亂，在場保安立刻
上前築起人鏈，分隔雙方。最終「珍惜群
組」成員向校方代表遞交請願信後離去。

「珍惜」批不學普通話無知

昨日浸大學生會遊行在校內舉行，大會
稱有約200人出席，比原預計的多。

然而集會現場所見，隊伍中卻多是校外勢
力，除了其他大學組織如港大學生會「獨
莊」會長黃政鍀、《學苑》總編輯謝翹聲、
中大學生會、城大學生會、城大編委會等
外，還包括職工盟屬會組成的「工學同
行」、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悅，更有
「新民主同盟」譚凱邦、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等所謂「本土」的播「獨」人士或組織，另
外已報名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香港眾
志」周庭及新界東補選的「社區網絡聯盟」
召集人劉頴匡亦先後到場，將浸大事務變成
反對派及播「獨」的造勢大會。

政治力量干預院校自主
事實上，上述團體及其支持者一直力撐劉
陳的反普通話行徑，又發表「普通話是『匪
語』不值得學習」等侮辱言論，挑動兩地矛
盾。至二人因自身的粗暴威嚇言行而遭停
學，一眾「牛鬼蛇神」即現形，聯手以政治
力量向大學施壓，干預院校自主，以取消二
人的停學令。
劉子頎惺惺作態指，擔心自己停學會讓學

生對推動校政發展有畏懼，又指會「表達同
學心聲」，繼續爭取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
更威脅指校方需要於下周三（31日）前給出
「合理」回應，取消停學，否則「不排除有

進一步行動」。浸大則由副校長麥建成接過
請願信，並表示會轉交訊息予大學管理層。
在遊行抗議後，浸大校長錢大康發出聲

明，強調劉陳二人「暫時停課」的紀律行
動，是清楚根據《學生紀律處理程序》作
出，不存在程序不公，作為校長一切決定是
基於對同學的關懷和愛護，他和大學管理層
已清楚聽到同學的強烈意見，並會充分考
慮。
錢大康續指，校方一直以來不斷檢討普

通話課程、相關畢業要求，及去年首次舉
行的豁免試，強調那屬於語文教育的專業
範圍，大學會以學生最佳利益不斷改進安
排。

顏汶羽：勿當選舉籌碼
對於浸大校園遊行盡是反對派及播「獨」

政客身影，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大感憂
慮，強調「校園理應是安靜學習的場所，避
免政治化情況出現」，尤其以往學生活動一
旦出現政客干涉，事態往往會朝向惡劣方向
發展，以往多宗大學校園衝擊事件正是前車
可鑑。
他表明，補選參選者不應干預大學安排，

「更不應將學生當成政治工具，甚至是選舉
籌碼」，奉勸涉事者勿要介入，免得令事件
更加複雜。
顏汶羽又認為，涉威嚇及粗言辱罵老師的

浸大生應反省過失，並為錯誤承擔責任，不
應影響校譽，期望浸大校園能盡快重回正
軌，學生及校方一同尋求共識與雙贏方案。

黃錦良：小心被人利用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慨嘆說，選舉將至，部

分反對派中人將浸大事件看成「良機」，結
果把校園紀律問題變質成政治事件，提醒學
生應認清事實，「三思是否被人利用」，同
時要求別有用心的政客遠離校園，給予浸大
空間處理事件。
港島區參選者還包括陳家珮、任亮憲；而

新界東參選者則包括鄧家彪、陳玉娥、方國
珊、陳國強、趙佩玉及范國威。

Augustus Lau：我從未聽過普通話係
國際語言……咁不如叫條女返「匪地」
讀啦，既然「匪話」重（仲）緊要過英文

Gary Chan ：援交呀？

釋即是凶：「支那」臭雞

Neo-eo：幫手補習根本等於你被人跌
鑊甘，之後條粉皮畀護膝你，等你下次
再×街無咁痛

雜交子：咁而（）家我地（哋）唔×
班教職員，改為×呢隻「支那」雞

長崎：我×你老×，你嚟香港唔×係學
廣東話，仲可以教返我哋普通話轉頭

浸大風波的近
因，源於有七成
學生於新推的普
通話豁免試不合
格，令學生會惱
羞成怒，糾眾往
語文中心「佔
領」及威嚇老
師。昨日集會
後，有傳理系女
生不忍校園撕
裂，主動接觸多
名集會人士，提出可以義務補
習普通話，惟吃盡「閉門
羹」。她又將「我願意義務幫
你輔導普通話，請停止攻擊學
校及老師」的告示貼在「民主
牆」，並留下姓名與聯絡電
話，希望能「用暖的方式」化
解衝突，幫助同學解決語言學
習的實際困難。

盼「用暖」化解衝突
浸大傳理學院內地女生陳同

學，昨日在集會後主動用廣東
話與陳樂行對話，提議義補普
通話但遭拒，她亦有再與其他
參加集會者溝通，但亦未有獲
接受。而有關「民主牆」的義
務輔導普通話告示，她為方便
同學閱讀，亦分別打印了繁體
字和簡體字版本。
陳同學接受訪問時強調，不

想校園事情變得政治化，自己
「不想見到衝突」，所以願意

幫助部分普通話基礎不好的同
學。她認為，是次風波的核心
屬於「豁免試」，需要確保考
核者水平，「比一般普通話課
的期末試難是正常的邏輯」，
自己亦會認真研讀相關試題，
以更好地幫助有需要支援的同
學。
她表示，普通話現在是國際

語言，也是中國官方的語言，
香港小學都設有普通話課，大
學設置相關課程亦有其需要，
又指「我接觸的內地同學亦很
想學廣東話，這是文化交流的
方式」。
對於部分同學的「佔領」及
威嚇言行， 陳同學則坦言不
贊同，認為相關行為「太譁眾
取寵」，強調「那不代表我們
（浸大學生）」。她又說，不
怕有人攻擊自己，重申「只是
想幫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有份被停學、
自詡為「浸大山神」的陳樂行，因在威嚇教師後
被網上言論攻擊「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而在
事件中成為焦點，他將浸大中醫藥學院對他的支
援與校長錢大康割裂，多次將矛頭指向錢稱「沒
有關心自己」。昨日集會中，他亦一展其「神演
出」，台下談笑風生，一上台即時「變臉」，數
次「哽咽」，稱「浸大生大團結，真是很感
動」。被問及「安全受威脅」時，為何沒有聯絡
校方卻能直接致電反對派「傘兵」議員楊雪瑩，
再轉發電郵給大學「促請關注」，他卻拒絕回
答，令人不知所以。
除「神演出」外，陳樂行也擅長詭辯，昨日

他在回答傳媒提問時，將矛頭反指受害的語文中
心老師，暗示其「小題大做」，「我們坐在他們
辦公室不說話，用『和平』的方式無意威脅」，
又聲稱老師感到威脅是「主觀感受」和「手
段」，更稱當日十多人「佔領」時是「行上語言
中心」，故不存在「衝擊」云云。

自稱達標卻拒說普通話
而被質疑近年一直抹黑普通話及為「港獨」
分子的他，也推搪說是媒體「一直抹黑我，將小

事件化大，將對抗語文政策的作為，上升到『港
獨』和分裂國家的層次，上綱上線」。
不過，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其如何解釋早前

的播「獨」行為時，他卻稱要回答「個人人身安
全」提問而拒絕回應。
「佔領」風波事件涉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

求，陳樂行昨日稱，自己已達要求不需要再學
習，似乎暗示自己的普通話已達到一定水平，
不過，當記者要求他說幾句普通話時，他卻以
相關媒體「別有用心」為由拒絕回答。陳樂行
又透露，因他前日出席記者會時發現「樓下有

兩個人」，感到有人跟蹤，並已於昨日報警云
云。
連日「鬼話連篇」的陳樂行，曾數度標榜自

己對中醫的熱愛，不遺餘力營造遭人「迫害」的
形象，聲稱自己「因為想讀中醫，所以有中大、
港大都唔去」，而校長「沒有關心自己」，又將
他停學，令他「後悔入浸大」。
不過，昨日有網民踢爆指，其實港大、中大

亦有開設中醫課程，但文憑試收生分數達27
分，較浸大的24.77分高，質疑陳只是成績「唔
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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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姬文風）浸大傳理
學院內地女生不願學校
及老師再受傷害，昨日
主動提出可為有需要同
學義務補習普通話。可
惜有關新聞訊息在網絡
傳開後，她的好意卻被
一眾「殺得性起」的網
民無情糟蹋，個別人甚
至以「支那」字眼及連
串粗言留言作人身攻擊
（見表），也引證了該
批反普通話的支持者根
本毫無品格可言。

好心反遭肆意侮辱

■陳同學希望幫助有需要同學義補普通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攝

■「珍惜群組」十多名成員昨到學生集會
地點附近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浸大校園
昨凌晨再出
現涉中英文
粗口塗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陳樂行台下談笑風生，一上台即時
「變臉」數次「哽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浸大學生會昨日在校內發起遊行，隊伍中卻出現數以十計校外團體，更有大批播「獨」政客，以
及多名立法會補選反對派參選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有網民
批評反對
派騎劫遊
行。

fb截圖

■周庭現身浸大學生會組織的遊
行。 《新報人》fb圖片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在fb報道集會。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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