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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交還管理 學生頭目停止「絕食」

獨牆收檔還原
教界促懲獨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香港
理工大學學生會部分學生日前強行
衝入學校辦公樓，涉嫌辱罵、非法
禁錮副校長沈岐平、學務長莫志明
逾兩小時，野蠻行為令人髮指。民
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昨日舉行
遊行集會，向香港理工大學相關負
責人提交請願信，並促請香港理工
大學盡快成立學生紀律委員會，依
法處理此次事件。
「保衛香港運動」一行約30人昨日

早上到理工大學遊行抗議，沿路高叫：
「救救Poly U，惡霸勿玷污；『港獨』
入校園，理大實玩完」等口號，要求學
生會道歉，促請理工大學校方依法懲處
用暴力禁錮學校職員的學生，並警惕

「港獨」勢力進入校園。

斥學生會縱容播「獨」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表

示，理大民主牆一早訂立了規則，是
次風波是學生會單方面破壞規則所導
致的。對於他們更改規則後，民主
牆貼上不少「港獨」內容，他指，理
大學生會鼓吹「港獨」，市民並不想
見到有分裂國家的思潮進入校園。他
又指，理工校園是香港納稅人交予學
校管理層管理，批評學生會支持「港
獨」會破壞理大學術自由。
傅振中表示，若有人煽動暴力或企

圖非法禁錮他人，都是違反《刑事罪
行條例》，校方有權採取法律行動追

究。他續說，事件與此前港大部分學
生禁錮時任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
及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以粗口辱罵教
職員的做法如出一轍，要求理工大學
校方對使用武力、恐嚇、辱罵甚至涉
嫌禁錮教職員的學生，根據學校校規
和香港法律嚴肅處理。
「保衛香港運動」一路遊行到學生

會絕食的營地，有校方代表出來接受
請願信。現場有支持學生會的人與
「保衛香港運動」的成員發生口角，
但沒有爆發衝突，其後示威人士在保
安的護送下離開理大。傅振中表示，
是次活動是和平理性的遊行，他們並
無意攻擊學生，希望他們談論民主的
同時能尊重及遵守法律。

理 工 大 學
校方昨日傍
晚與學生會

達成共識，民主牆的使用方式一切
還原，按雙方同意的使用守則去管
理，學生的絕食鬧劇亦因此告終。
一切表面上看到已處理妥當，但其
實不然，個別學生在「港獨」分子
教唆下在校園播「獨」的問題，仍
有待校方進一步明確表態，劃清底
線。
是次校方與學生會協商出來的，

只是民主牆的一般使用原則，但對
校園播「獨」問題毫無針對性。以
往曾有理大學生在民主牆貼出「港
獨」大字報，校方見狀採取行動取
下有關字句，所說的不是不能鼓吹
「港獨」，而是不能做違法的事，
同樣亦是避重就輕地處理問題︰只
在法律層面講學生的風險，而未有
在道德層面講出分裂國家的嚴重
性，亦未有採取確實舉動去讓藐視
法律的學生承擔後果。
不能在校園播「獨」的立場和底

線一日未說明，一日就難以徹底防
止校園成為播「獨」溫床，尤其是
當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一而再、
再而三地以「學術討論」去包裝並
在校園傳播「港獨」，這個問題不
得不防。
現時可見的情況，除了民主牆的

「獨言獨語」，有學生會更會邀請
「港獨」分子到校演講，校園內更
是潛藏一定數目的「獨」講師、
「獨」教授，情況令人憂心。

不處理勢必鑽空子播「獨」
作為教育場所、作為公帑資助的

地方，大學絕不能淪為播「獨」平
台，理大應在今次事件中，表明校
方對校內播「獨」問題零容忍，包
括對公然公器私用、利用民主牆去
宣「獨」的學生作出明確處分，並
予以公告，讓廣大師生了解在校內
散播分裂國家的思想，須承擔相應
的嚴重後果。
就如近日保安局局長按《社團條

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亦
是向一眾政團組織表明，香港社會
不容「港獨」組織。

個別把持學生會的人，不論幕前或幕後，既然
在今次事件中懂得踩灰色地帶去設立所謂「連儂
牆」讓學生發表「港獨」言論，不久將來定會再
鑽不同「漏洞」去播「獨」，校方若未能拿出勇
氣直接應對和處理問題，堅決向「港獨」言行說
不，日後一衝二鬧三絕食的鬧劇，恐怕只會源源
不絕地上映。 ■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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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昨日表示，在與學生會代表溝通後，
已就民主牆事宜達成共識，學生會同意

將牆還原，並按雙方同意的使用守則去管理，
因此校方暫時收回的部分將繼續賦予其管理。
理大學生會隨後亦發聲明指會還原民主牆、沿
用舊守則及停止「絕食」，並未有再提「連儂
牆」字眼，暗示其多日鬧劇已經收檔。
不過，該會亦死撐，稱日後如修改民主牆守
則，只會「知會」校方但不會作討論，意圖為
他日再次興風作浪鋪路。

倘擅改守則 校方再收回
針對有關陰招，理大發言人昨晚回覆香港文
匯報，表明如日後學生會再擅改民主牆守則，
而未得到校方同意，將會採用同一方式收回其
管理民主牆的責任。
連日理大事件早被揭發是涉事學生騎劫「學
生會」化身政團，並由「獨」組織及反對派高
度介入的政治操作。對於有學生肆意播「獨」
縱「獨」，理大校董劉炳章指，校方一早已表
明支持言論自由、維護院校自主，「但言論自
由不可以牴觸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他表示，事件源於學生會擅自改守則縱容民
主牆播「獨」，理大作為公營大學，堅守不可
能作為鼓吹「港獨」平台的原則，遂出手收回
管理權。
劉炳章提到，及後更有學生惡意辱罵師長、阻
止其離開，又在校長高層辦公室到處拍門形同黑
社會「刮友」，非常過分，認為校方必須懲處這
些播「獨」、犯錯的學生，「如果犯錯亦無須承
擔責任，大學日後如何管治？這些學生都是成年
人，不是『細路哥』，不可以縱容這些行為！」
他建議，理大可參考早前浸大對衝擊學生所作的
處分，長遠須加強學生在道德倫理方面的教育。

紀律委員會應討論處分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強調，不能以所
謂自由、民主去凌駕校規及不容「港獨」的底
線，形容事件中的學生行為很有問題，批評他
們不顧大學尊嚴，也不顧其他同學的意願和利
益，還有大學管理層的安全，「他們在資訊日
搞絕食，這是大學面向公眾的日子，但他們作
出這樣的行為，會扭曲大家對大學的印象。」
他認為大學的紀律委員會須開會討論處分有
關學生的問題，日後再有類似情況，也讓大家
明白校方有清晰底線，不能姑息這樣的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直斥有關學生作出
「小學雞式的暴民政治」，強調校園內不應鼓
吹「港獨」、破壞「一國兩制」，亦不應該威
嚇禁錮師長。最終有關人等同意採用最初的做
法，更證明了他們一開始擅自更改民主牆使用
方法是不對的行為，由頭到尾都在搞破壞，完
全是上演了一齣鬧劇，讓香港市民見到他們的
無聊和可惡。他認為須嚴懲有關學生，不可讓
他們破壞院校聲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則指，這齣鬧劇最
終以一切還原的做法結束，反映校方一直的堅
持有理有節，學生無理在民主牆上鼓吹「港
獨」的要求不會得逞，期望其他院校遇上類似
問題時，也要堅持原則、底線去處理。至於學
生有何處分，一切交由校方決定。

至於反對派議員
前日為理大學生會
「撐腰」聯署，劉

炳章批評他們見學生言行激進、態
度囂張、毫無尊師重道的觀念，不
單未有指出他們的不是，反而作政
治表態去助長其聲勢，「是不顧學
生、不顧教育的行為。」

張民炳亦質疑這批政客平時聲稱
要維護院校自主，到學生行為偏激
時，就對校方做法指指點點，做法
完全不合理。
周浩鼎批評，有關聯署只是包庇學生

的野蠻行為，特別是今次事件由學生以
「連儂牆」「紀念」違法「佔領」而起，
可見校園此後一浪接一浪地出現衝擊和

「港獨」等問題，與當年反對派鼓吹「違
法達義」等歪理不無關係。
何啟明亦說，學生被煽動播「獨」

圍師長，反對派議員的聯署半句不
提，只要求校方見學生，更反映出事
件本質，批評聲明是埋沒良心，並非
以身作則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理工大學學生會無法無天，將校內

民主牆改成所謂「連儂牆」宣揚「港

獨」，被校方收回管理權後，隨即勾

結「獨」組織粗暴禁錮及威嚇大學師

長，會長林穎恒及評議會主席阮柏喨

更做騷上演「絕食」鬧劇。至昨日傍

晚理大宣佈學生會同意將民主牆還

原，並按雙方同意的守則，將收回部

分繼續賦予學生會管理，兩名學生會

成員完成 44 小時「絕食騷」後，

「獨」牆正式收檔，但事件卻對大學

聲譽帶來莫大傷害。理大校董、教育

界及政界人士都表明，禁「獨」原則

不容挑戰，批評理大學生會連日上演

暴民鬧劇，強調大學紀律委員會必須

追究，嚴懲播「獨」的滋事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甘瑜

各界批反對派包庇野蠻行為

■■「「保衛香港運動保衛香港運動」」遊遊行至理工大學李嘉誠樓向校方遞交行至理工大學李嘉誠樓向校方遞交
請願信請願信，，譴責理大學生會粗暴禁錮教職員譴責理大學生會粗暴禁錮教職員，，促請校方盡促請校方盡
快成立紀律委員會依法處理事件快成立紀律委員會依法處理事件。。 中通社中通社

■理大民主牆被擅自改動成所謂「連儂牆」的部分，曾被校方蓋上紅紙及貼上原有守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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