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焯芬悼念饒公─人中的君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雙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

煽動參與非法集結，暴力衝擊政總，日前卻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

獎，令香港社會嘩然。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透露，

將致函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批評3人並不符合獲獎標準，且頒授獎

項予他們如同「寬恕暴力」，更會打擊國際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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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恩國函諾獎委會批「雙學三丑」
指若頒獎等同「寬恕暴力」更打擊港司法信心

利益資源當頭，反
對派再次「籠裡雞作
反」，激進大學生與

「老鬼」反目。坐擁數以千萬元計資產
連物業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
去年通過決議，要收回遭社運「老鬼」
佔用逾10年的「自治八樓」物業，但
「老鬼」租霸堅拒服從。近日雙方人馬

招數盡出，包括截電逼遷、網上攻擊、
遊行抗議等，於上星期日的討論會又針
鋒相對不歡而散，至今午學聯將再次召
開諮詢會，議程明確加入「八九樓問
題」，爭搶物業使用權「肥豬肉」的矛
盾隨時大爆發！
所謂「自治八樓」是位於學聯金輪大廈

九樓會址樓下的八樓A室，業權屬學聯，

原為學聯旗下「社運資源中心」，成立後
遭大批已畢業多年的社運「老鬼」拉攏小
部分學生把持。隨後「八樓」與「九樓
（即學聯）」多次因「路線及理念問題」
爆發不和互相指控，雙方關係漸變惡劣，
至2006年「八樓」更單方面宣佈「自
治」，隨後雙方不相往來多年，至2014年
一度重建所謂「溝通平台」。

不過去年7月雙方矛盾再現，學聯議決
並發出「全面收回八樓單位」的「最後
通牒」，原定要求「八樓」人等在9月30
日遷出，但後者堅拒服從。至上月底學
聯在「八樓」門外張貼通知，指會在本
月1日截斷該單位電力，並發律師信要求
相關人等在2月21日前遷出。

「八樓」批李軒朗打壓
隨後「八樓」中人連番反撃，發文指
控學聯拒絕溝通及打壓，又稱過往的公
開諮詢全體書面意見都反對「清空八
樓」方針。至上星期日（4日）學聯改
革諮詢討論會，「八樓」支持者亦出席
抗議，批評學聯未有聽取意見，雙方針
鋒相對。
而在7日晚上，「八樓」成員又發動

一眾友好團體約40人，手持燭光遊行
往赴「九樓」學聯抗議，並貼上「學運
不止一條路」、「先諮詢、後決定」等
單張，抗議人士又質問學聯秘書長李軒
朗，要求停止收樓行為及重啟「溝通平
台」等；到昨晚「八樓」再在fb專頁貼
文，批評學聯前代表斷章取義。
另一方面，堅持收樓逼遷的學聯，則

將在今日再次辦諮詢會，並加入「八九
樓問題」的議程，秘書長李軒朗早前一
直推說收樓是由學聯常委決定，自己只
負責執行，又透露今日諮詢會4間成員大
學常委將會出席，「爭樓」問題料將一
觸即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截電逼遷「爭產」學聯「鬼打鬼」

■學聯今日再次辦諮詢會，加入「八
九樓問題」議程。 學聯fb圖片

■「八樓」在網絡張貼「九樓」的斷電
通告。 「共治八樓」fb截圖 ■學聯今日再次辦諮詢會。 學聯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天在facebook中上載考察天星小輪的視頻。
她在fb中留言稱，早前立法會討論延續天星小輪
專營權時，議員都希望政府與小輪公司合作，既
提升小輪環保裝置，亦好好利用中環、灣仔及尖
沙咀三個渡輪碼頭。她表示，「這正是我對美化
維港的願景」，所以已經與相關同事作了實地考
察，望盡快玉成其事。
視頻所見，林鄭月娥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等官員，依次巡視天星小輪中環碼頭、灣仔碼頭
和尖沙咀碼頭，與天星小輪負責人商討優化措
施，並乘坐天星小輪體驗服務素質。天星小輪經
營的兩條渡輪線專營權三月底屆滿，早前立法會
討論延續天星小輪專營權時，政府表示，已大致
完成新專營權的商討。
天星小輪已有120年歷史，是本港目前唯一的
專營渡輪營辦商。 早期香港渡輪服務主要由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及「香港油麻地小輪船
有限公司」兩間專營公司提供。 1999年4月，
油麻地小輪被政府收回專營權，只能以牌照形式
經營八條航線。其後因為有連串涉及服務的投
訴，經運輸署批准，其牌照轉讓給新渡輪，令天
星小輪成為本港唯一的專營渡輪營辦商。
目前營辦兩條渡輪航線，包括來往中環和尖

沙咀，以及來往灣仔和尖沙咀，每日載客五萬
三千多人次。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在討論天星小輪延續專

營權的申請時，多名議員支持讓天星小輪續期，
但質疑政府建議延續條例容許的上限15年，比
其他渡輪營辦商一般只有3年是否過長。
政府回應指建議延長專營權至15年，是讓船

公司投資在專營權條款及日後的服務，而票價
亦將受到監管。
政府引述小輪公司表示，在新專營權期內，

會繼續投資新的環保科技、減低污染物的排
放。
另外亦會檢討員工薪酬，並繼續提供在職培

訓。如果延續天星小輪專營權獲行政會議批准，
天星小輪的新專營權會在4月1日生效，而年期
就由行會決定。

林鄭考察天星小輪
盼圓美化維港願景

■林鄭月娥與陳帆一起考察天星小輪。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蕭
景源）警方過去 6星期在全港各區打
擊的士違法行動，合共拘捕16名本地
男司機及 1名本地女司機，罪名包括
涉嫌濫收車資、沒展示的士司機證以
及冚旗載客等。其中一名男司機涉嫌
燒毀放蛇警員支付的一張 500 元紙
幣，企圖毀滅證據，警方將加控該名
的哥毀壞財產罪名。
西九龍總區交通部聯同其他多個警區
人員，合共進行7次代號為「先刺」的
打擊行動，被捕的17名司機年齡由25
歲至67歲，當中3人有濫收車資前科。
行動期間警員多次喬裝乘客，在尖沙
咀區登上涉案的士，指示司機前往西九

龍各區及多處旅遊熱點，包括中區、機
場及大嶼山等。

用報廢外幣找贖乘客
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總督

察麥中傑透露，行動中一名涉嫌濫收車
資男司機，當放蛇警員表露身份後，即
時試圖用打火機燒警員支付車資的500
元鈔票，警員立即制止，惟該張500元
紙幣已燒毀了一半，警方稍後將加控他
毀壞財產罪名。
另外，放蛇警員亦發現有的士司機用

已經報廢的秘魯紙幣找贖給乘客，警員
隨即表露身份拘捕該名的哥，在其背包
檢獲另外7張報廢秘魯紙幣。在拘捕過程

中「的哥」曾作出反抗，他
將被加控以欺詐手段獲得財
產、外出時備有偷盜用的物
品以及拒捕等罪名。
麥中傑指，就涉嫌濫收車

資的情況而言，短途車程的
收費較原本合理車資多出3
倍至5倍不等；長途車程則
較原本合理車資，多收一成
至三成不等。
麥總督察稱，警方於過去兩日多次喬

裝乘客，於尖沙咀區旅遊區放蛇打擊黑
的，分別前往中區、機場及其他景點，
發現有的士司機藉附加費企圖欺瞞乘
客，多收車資；亦有的士司機沒展示的

士司機證，及行車途中沒有顯示咪錶收
費。涉案所有的士被送往九龍灣車輛扣
留中心檢驗，當中3架涉維修保養欠妥，
不適合在路上行駛。
法例規定，的士司機濫收車資最高刑

罰為判監6個月和罰款1萬元。

嚴打違法的士 警拘17司機

長達11頁的草擬信件中指出，根據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先生的意

志，諾貝爾和平獎應提交給對於各國之
間的友愛、減少常備軍或促進、舉行和
平大會工作居功闕偉之人士，惟「雙學
三丑」顯然不符合標準。

暴力「佔中」圖「搞革命」
信件指，「雙學三丑」事實上是為美
國利益而破壞中國發展的代理人，他們
的行為並沒有促進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友
愛關係。文明社會中公民行為的國際標
準，是通過和平談判，而非以武力或暴
力解決問題。若委員會認為頒授和平獎

予「雙學三丑」是適當的行為，將向世
界發放「寬恕暴力」的信息。
信件提到，2014年9月時黃之鋒、羅

冠聰及周永康帶領數百名示威者衝擊政
府總部東翼前地，令在場的一些保安人
員受傷，事件亦是違法「佔中」的開
始。不少評論員亦指出，違法「佔中」
實為反共產主義的「革命」，目的為奪
去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引港法院判詞證罪行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日前已就「雙學

三丑」衝入公民廣場案作出判決，信
件引述終審法院就該案件的判詞，指

「若涉事者在行使集會和示威的憲法
權利時干犯罪行，該行使憲法權利的
事實當然會與犯案背景和環境有關。
但如果涉案行為被裁定為罪行，這也
必然代表着涉事者已逾越了合法行使
憲法權利與進行須受制裁及限制的違
法活動之間的分界線。因此，罪犯以
行使憲法權利為請求輕判的理由不甚
可取」。
信件續指，不論終審法院、上訴庭及

裁判法院均同意案件無可爭辯為「暴
力」，若頒發和平獎給「雙學三丑」將
會破壞國際及香港社會對所有香港法院
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記者 文森））國學大師國學大師
饒宗饒宗頤上周辭世頤上周辭世，，港大饒港大饒宗頤學術館館宗頤學術館館
長李焯芬昨日在港台節目長李焯芬昨日在港台節目《《香港香港家書家書》》
中公開一封給女兒的信中公開一封給女兒的信，，稱讚饒宗頤稱讚饒宗頤8080
年如一日專注學術研究年如一日專注學術研究，，得以成為極之得以成為極之
罕罕見的見的「「百科全書式百科全書式」」國學大師國學大師，，在不同在不同
學術領域學術領域、、甚至書畫甚至書畫、、藝術都有極大成藝術都有極大成
就就。。而饒宗頤寬以待人而饒宗頤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高嚴以律己的高
尚品德尚品德，，無愧無愧「「人中的君子人中的君子」，」，希望希望在在
懷念饒公之餘懷念饒公之餘，，一齊學習他的優點一齊學習他的優點。。

學術藝術有成就學術藝術有成就
李焯芬指出李焯芬指出，，現在做學術研究的人現在做學術研究的人，，
研究範圍十分聚焦研究範圍十分聚焦，，追求一門深入追求一門深入。。饒饒
宗頤研究領域卻非常廣闊宗頤研究領域卻非常廣闊，，古代史古代史、、考考
古學古學、、甲骨文學甲骨文學、、簡帛學簡帛學、、古文字學等古文字學等

等等，，專門研究寫在甲骨專門研究寫在甲骨、、木簡木簡、、竹簡竹簡、、
紡織品上的早期中國文字紡織品上的早期中國文字。。還是研究敦還是研究敦
煌學最著名的學者煌學最著名的學者，，研究了敦煌藏經洞研究了敦煌藏經洞
於於19001900年出土逾年出土逾6060,,000000卷古代文獻卷古代文獻，，
他的研究對中國社會以至中西文化交流他的研究對中國社會以至中西文化交流
史史，，都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都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饒教授同時亦是研究音韻學饒教授同時亦是研究音韻學、、古代音古代音

樂樂、、古代宗教及宗教傳播史古代宗教及宗教傳播史、、中國古典中國古典
文學文學（（包括詩詞歌賦包括詩詞歌賦）、）、中國美術史中國美術史、、
地方誌等多個學術領域的大專家地方誌等多個學術領域的大專家。。且對且對
中國書畫藝術有極深的造詣中國書畫藝術有極深的造詣，，開創了中開創了中
國山水畫的西北宗國山水畫的西北宗。。他畫的荷花譽滿藝他畫的荷花譽滿藝
壇壇、、膾炙人口膾炙人口，，被稱為被稱為「「饒荷饒荷」。」。同時同時
還是最頂尖的書法家還是最頂尖的書法家。。他在學術他在學術、、藝術藝術
兩方面都是有巨大成就的人兩方面都是有巨大成就的人，，歷史上極歷史上極
之罕見之罕見。。

李焯芬說李焯芬說，，饒教授有那麼高的成就饒教授有那麼高的成就，，
絕對不是僥倖得來絕對不是僥倖得來，，亦不是因為他是個亦不是因為他是個
天才天才。。他自己曾多次指出他自己曾多次指出，，這些成果都這些成果都
是靠勤奮和專注得來是靠勤奮和專注得來。。他他8080多年如一多年如一
日日，，專注學術研究工作專注學術研究工作，，不旁騖不旁騖、、不改不改
初心初心，，經常工作至深夜經常工作至深夜，，廢寢忘餐廢寢忘餐。。

學術論文過千篇學術論文過千篇
在學術界在學術界，，如果在學術上有成就如果在學術上有成就，，可可

能就會擔任系主任能就會擔任系主任、、院長院長、、校長等職校長等職
務務，，做研究的時間少了很多做研究的時間少了很多。。饒教授堅饒教授堅
持一直專注於學術研究工作持一直專注於學術研究工作，，不肯讓行不肯讓行
政及雜務分心及佔用學術研究時間政及雜務分心及佔用學術研究時間。。就就
算日常閒談間算日常閒談間，，也往往離不開他的學術也往往離不開他的學術
研究研究。。就是因為專心於學術的精神就是因為專心於學術的精神，，他他
才有超人的成果才有超人的成果。。

李焯芬續說李焯芬續說，，一般情況下一般情況下，，一個大教一個大教
授授，，包括自己這種院士級教授包括自己這種院士級教授，，大概會大概會
有三幾百篇學術論文有三幾百篇學術論文，，幾部著作幾部著作。。但饒但饒
教授就有超過教授就有超過11,,000000篇學術論文篇學術論文、、過百過百
部書部書，，古今中外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古今中外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他說他說：「：「第二件我們可以向饒教授學第二件我們可以向饒教授學

習的習的，，是他勇於創新是他勇於創新、、突破的精神突破的精神。」。」
指出饒教授非常博學指出饒教授非常博學，，做研究時旁徵博做研究時旁徵博
引引，，參考中外文獻及考古資料參考中外文獻及考古資料，，經常有經常有
創新突破創新突破。。
他舉例指他舉例指，，中國佛教有一部書叫中國佛教有一部書叫《《六六
祖壇經祖壇經》，》，記載着禪宗六祖惠能一生的記載着禪宗六祖惠能一生的
故事故事。。這本書由唐代傳到今天這本書由唐代傳到今天，，已經有已經有
11,,000000多年的歷史多年的歷史。。按書中記載按書中記載，，六祖六祖
惠能是一個目不識丁惠能是一個目不識丁，，無文化的人無文化的人。。饒饒
教授多年前到六祖的故鄉收集與研究當教授多年前到六祖的故鄉收集與研究當

地的地方誌地的地方誌，，經過一番研究和考證後得經過一番研究和考證後得
出結論出結論，，證明六祖出生於書香門第證明六祖出生於書香門第，，並並
非無文化非無文化、、目不識丁目不識丁，，推翻了流傳推翻了流傳
11,,000000多年來的一個誤傳多年來的一個誤傳。。
李焯芬盛讚饒教授高尚的品德行誼李焯芬盛讚饒教授高尚的品德行誼。。

自己在他身邊工作多年自己在他身邊工作多年，，從來無聽聞過從來無聽聞過
他罵人他罵人、、說別人不是說別人不是，，人前沒有人前沒有、、人後人後
也沒有也沒有。。他待人極為寬厚他待人極為寬厚，，與人相處與人相處
時時，，他永遠都予人一種從容自在的感他永遠都予人一種從容自在的感
覺覺。。饒教授很像荷花饒教授很像荷花，，荷花是花中君荷花是花中君
子子，，而他就是人中的君子而他就是人中的君子。。
饒教授認為荷花枝幹挺直饒教授認為荷花枝幹挺直，，支撐着上支撐着上
面的荷葉面的荷葉，，象徵着一種敢於負荷象徵着一種敢於負荷、、勇於勇於
承擔的精神承擔的精神。。饒教授對中國文化的傳承饒教授對中國文化的傳承
和發展和發展，，幾十年來不懈努力幾十年來不懈努力，，亦正正反亦正正反
映這種勇於承擔的精神映這種勇於承擔的精神。。

流感肆虐，全港
幼稚園及小學8日起
提早放農曆新年假，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重申，有關決定是7
日早上特區政府跨部門會議經討論後作
出，不能說是個別人士「拍板」，決定
是快速但非倉猝。他又指，明白學校和
家長要因應提早放假作準備，感謝他們
配合，認為日後若再有類似情況，在通
報等方面可做得更周到。
楊潤雄昨出席商台節目後表示，有關

停課的仔細安排，包括校車、午膳及如
何通知家長等，學校一直有其做法或制
度，而期間校園仍會開放，實際上今次
學界均能根據以往做法，整體來說辦得
頗順利。
另外，就有關小三基本能力評估/全

港性系統評估（BCA/TSA）的爭議，
包括跨黨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與社會意見
提出的不記名、不記校、抽樣或隔年考
等建議，楊潤雄指，從評估角度有關建
議都屬可行，惟不同做法可以獲取的資
訊也有不同，例如「不記校」的話，學

校或難以知悉本身的教學表現，從而作出回饋改
善，局方需要待檢討委員會稍後提交專業報告後
再作評估，從整體考慮社會最可以接受、有最大
效果的做法，最遲會在3月決定今年是否或如何
進行評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楊
潤
雄
：
BCA
最
遲
3
月
定
論■警方連日來展開打擊的士違法的「先刺」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馬恩國去信諾貝爾委員會，批評「雙學三
丑」並不符合獲獎標準。

■■馬恩國馬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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