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煽排外趕走內地學者尖子
「逢中必反」「只看背景」抹黑「搶書讀」「搶資源」

香港多所大學具備國際級教研水平，是有力吸納全球人才重要平台，再配合香港的

地緣與文化優勢，對優秀內地學生及學者更別具吸引力。惟反對派政客「逢中必

反」，多年來以所謂「搶書讀」、「搶資源」等失實標籤，誣陷內地生與各大學府，

又提出為非本地研究生設限，窒礙大學優秀學術發展；有激進分子甚至以「支那」字

眼及粗口辱罵內地生，煽動排外情緒。而就大學高層招攬具國際成就的卓越學者，反對派又「不問能力，只看背

景」，單針對其內地聯繫便瘋狂口誅筆伐，意圖趕走可貢獻香港的頂尖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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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中人多年來不斷試圖挑起本港與內
地矛盾與衝突，在本港各所大學就讀的

內地學生經常成為磨心，其中「搶書讀」則是
最常聽到的一大謬論。教育局過往已多次就有
關「說法」澄清，表明8所資助大學只可以超
額收生形式錄取最多兩成非本地本科生，完全
不會影響港生學額，「搶書讀」之說完全是誤
導，而非本地生亦要繳交更多學費，此舉有助
大學校園多元環境。

無視頂尖大學招生慣例
當社會逐漸了解真相後，反對派中人隨即轉
移針對內地研究生，包括教協會長馮偉華曾就
研究生學額問題提出質疑，稱「不少院校收錄
大量非本地生，當中內地生佔絕大多數」，並
提出「是否需要限制外地生比例，確保本地生
可公平地享用教育資源」；「學獨聯」陳家駒
亦將內地研究生人數持續增長演繹為「內地生
搶資源」挑起矛盾。
民主黨黃碧雲、「新同盟」范國威等人亦無
視世界一流大學紛紛廣招不同地域研究人才的
慣例，多次提出要為非本地研究生設限，打算
自絕香港於國際人才培育的互動之外。
惟實際上多位專家學者，包括港科院院長徐
立之在接受馮偉華訪問時清楚說明，港生較少
報讀本地研究院，有興趣研究的較喜歡往外
跑，內地生同樣想往外跑，所以報讀香港的研
究院；亦有人反駁指，部分人針對非本地研究
生發表「侵佔香港資源」陰謀論，緣於對大學
政策及香港整體社會狀況不了解。

周竪峰狂爆粗辱內地生
事實上，8大研究院對於有意入讀的港生已
給予非常明顯的取錄優勢，其申請成功率近
29%，高出非本地生成功率（約14%）一倍有

多，所以吸引更多港生報讀研究院，提升申請
基數，才是社會該做的事。
除了誤導及煽動群眾外，去年中大「港獨」
標語風波期間，激進分子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
竪峰更肆意侮辱持不同意見的內地同學，先後
不下10次「×你老×」及以「滾回支那」辱華
字眼作惡意人身攻擊，引起校園撕裂，展示排
拒外來人才的態度。

干預港大招攬校長院長
另一方面，反對派中人或媒體近年一直煽動

「不問能力，只睇背景」風氣，對多位具內地
背景的頂尖學者作針對性攻擊。例如國際頂尖
材料專家、港大校長張翔，其發明曾獲選全球
「十大科學發現」，但在去年遴選期間，身兼

遴選委員的教協葉建源卻避談張翔的卓越學術
貢獻，又無視張翔曾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管
理900名科研技術及行政人員的履歷，聲稱
「擔心」張翔缺乏管理經驗，並煞有介事指自
己「沒有投票給報道中人（張翔）」，一副排
拒出色人才的態度。
至於最近遴選中的港大法律學院院長，公民

黨主席梁家傑及《蘋果日報》等媒體隨即大肆
製造輿論，批評兩名候選人之一的中大前法律
學院副院長、現澳洲悉尼大學法學院教授凌
兵，明目張膽干預大學自主。
其中梁家傑聲稱「聽過凌兵數次發言」，便

質疑他是「非常保守和傾向內地的學者」，
「唔係好有普通法精神同素養」，事事政治化
訴諸「背景論」令人才卻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余韻）就反
對派及部分社會人士對大學錄取內地及其他非
本地尖子的質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公開大
學校長黃玉山解釋指，香港各大學想要發展成
世界一流學府，除了在校舍、儀器、大學教職
員質素等方面下工夫外，吸納優秀學生尤其重
要，「若只限制收本地生，香港始終只得700
萬人，一定不足夠」，因此吸引非本地生實屬
必然。
黃玉山又表示，對大學來說，能夠同時錄取

更多歐美等地學生當然是好事，惟香港作為華
南地區的重要都市，從地緣角度而言，取錄較
多內地生也是順理成章。而另一方面，歐美學
生來港或面對較大文化差異，而且外國也不乏
在工程、化學等範疇做得出色的學府，「也就
是你想吸引，別人亦未必肯來」。

港生讀研少之又少
而就香港多所大學，特別是理工科目內地研
究生比重較高，黃玉山認為當中涉及諸多社會
因素，包括香港學生很多會考慮到前景問題，
「擔心讀完PhD都無工做」，相反內地生對繼
續深造意願較高，在科研探究上亦更多肯捱肯
學，致令申請以至修讀人數有較大差距。
他感歎指本港個別人士對「內地生」事宜
看得太政治化，直言如社會偏見問題，難免

會影響內地人才留港決定，「（偏見）對他
們很不公平，事實上他們的確有其他選
擇」，擔心假如情況持續，最終真正損失的
只會是本港。
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近

年常有輿論聲稱內地研究生「蠶食」本港資
源，「實際上問題根本卻在於香港人不願意
讀，願意做研究生的人少之又少，相反是全靠
內地優才到來（支撐）。」她感嘆坊間部分針
對聲音源於歧視，而這會帶來負面影響。
葉劉淑儀續指，現時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環

境下，美國已未必是內地優才的理想落腳地，
認為本港更應締造舒適空間，把握機會吸納人
才，而非將人拒諸門外。
本身為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的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表示，留意到香港有「排他」的情況，部
分人對優秀的內地學者及學生存有「敵意」，
擔心會影響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縱使來港5
年甚至10年，最終也會回流內地。
她提到，香港是商業社會，遍地都是機會，

本地學生縱使學術成績優異，也不一定會留在
學術界，以致學術界人才始終不多，而內地具
有傑出學術成就的學者和研究生正能補香港的
不足，認為港人應有容人之量以及大局概念，
給內地人才營造一個「家的感覺」，大家攜手
貢獻香港。

內地背景屢遭留難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表示，近年反對派中
人針對內地學者或學生的所謂「理由」，大都
只往政治出發，而非從「人才」角度考量。他
以港大校長張翔遴選期間面對的遭遇作例，形
容對方履歷極為出色，為國際傑出科學家，亦
為美國學術界肯定，遴選期間卻被個別人士放
大其內地背景，提出眾多似是而非的質疑，存
心留難。
何漢權認為，香港想要長足發展，匯聚本

地、國家及世界人才是缺一不可，感歎個別
人士「為反而反」的取態，只會禍害本港發
展。

校園泛政治化 阻成一流學府

「在香港讀書這些年，我與許多
內地學子都有同一感受，香港是一
個多元社會，但並不是一個包容的
社會。雖然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了，
但是許多內地學子在香港依然很難
找到歸屬感和融入感。另外，內地
許多城市發展飛速，有更多更好的
機會。我想這應該是許多內地學生
放棄香港返回內地尋找發展的一個
主要原因」。曾在香港讀書6年，獲
得博士學位的李先生回顧自己在港
經歷時說。已經在深圳尋得更好發
展，被列為深圳市高端人才的他同
時表示，香港一些人為了一些無所
謂的小事都要無休止的「拉布」，
令一個國際化都市被「政治化」，
也是讓內地學生們難以理解和接受
的。
李先生 2010 年抵港攻讀博士學
位，專研社會文化研究，2016年離
開香港回到深圳發展。他說，因為
從事社會文化研究，曾關注過在港
內地學生的文化適應問題，與許多

在港內地學生有過交流和溝通。
「很難找到歸屬感和融入感應該是
內地學生重返內地的一個主要原
因。特別是近幾年，一些組織和人
士提出限制外來人才的意見，這些
都讓內地學生們從心裡上感到不
適。有同學說，香港是一個多元化
社會，但並不是一個包容性社會，
雖然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是國家的
一個城市，但是在這裡反而有一種
比在國外還是外人的感覺。」

議會動輒拉布難理解
此外，香港的議會動輒拉布也是

讓內地學生們所難以理解的，「在
我們看來原本都是一件很小的事
情，幾乎不用討論的事情，在這裡
都要拉布、抗議。這樣無休止的政
治爭拗和損耗，對於香港這樣一個
國際化城市來說，確實是有不好的
影響，也會影響香港各方面的發
展」。李先生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港漂菁英嘆缺包容難融入

城市大學博士後陳曉鋒在香
港的發展機會原是不可限量
的，他於2010年起來港讀書，
去年成功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成為新一代香港青年，是
一位不折不扣的「學霸」級法
律精英。然而，他還是選擇回
到深圳創立專門面向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的人工智能社交平台
──「灣趣」App，為灣區內
青年求學進修、創新創業、興
趣分享、婚戀交友、公益慈善
和生活方式提供超級平台。

「獨人」不精學業竟被推崇
「國家非常重視香港青年發

展，又全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積極鼓勵香港青年到大
灣區內獲得更好的發展，這是
我果斷回到大灣區創業的一個
主要原因。」陳曉鋒告訴記
者，但還有另一原因是香港近
年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搞得
「烏煙瘴氣」，一些標榜「港
獨」的人做違法的事情居然還
被一些人奉為「英雄」，「這
些不精於學業的人反而被推
崇，真是缺少最基本的是非觀
念和法律觀念。」

在憲法和基本法頗有建樹的
陳曉鋒對一些人唱衰「一國兩
制」的做法表示「極為看不
慣」，他說，香港繁榮穩定發
展的事實足見「一國兩制」的
實踐是成功的，但是這些「政
治化」的噪音令香港形象受
損。
對於反對派極力阻礙政府推

出一些引進人才的措施，陳曉
鋒認為，香港原本就是一個移
民城市，是中西方文化薈萃的
國際化城市，各方面人才都認
為在這裡可以追尋夢想。「本
該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若自我封閉至一個牢籠，將阻
礙香港獲得更好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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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大學憑着國際教研水平及
優良學術風氣，對內地生吸引力
強，例如每年的本科招生，港校往
往能成功招攬全國最頂尖1%尖子，
過往媒體更不時有報道，提到不少
內地狀元級的尖子不惜放棄北大清
華，轉投本港學府情況。惟自違法
「佔中」發生後社會日益動盪，加
上反對派中人對內地人的各種無理
針對，內地優才對本港學府的憧憬
逐漸變化。
在違法「佔中」後的2015年度本

科招生，香港文匯報曾深入調查，
港大、科大、理工、浸大、嶺大的

內地生報讀情況，當時多所大學申
請人數都明顯下跌，甚至比之前大
減逾四成，直接對香港招攬優秀人
才構成衝擊。有大學招生人員引述
前線查詢指，當年不少內地家長會
緊張地問子女來港升學是否安全，
亦會擔心學生在港遭受排斥，甚至
在招收國際生方面亦見同樣憂慮。
及後香港社會努力從動盪中恢

復，各大學也有加強非本地生融入
措施，2017年開始各大學本科招生
人數回暖，但與十年八年前的高峰
相比仍難復舊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內地生申請數「佔」後跌四成

民記工聯批反對派拉布阻港吸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一直人才匯聚，特區政府亦積極延攬來
自世界各地不同範疇的人才，但瑞士洛
桑管理學院（IMD）最近公佈的世界人
才報告顯示，香港的全球排名下跌，更
失去了亞洲榜首的位置。民建聯及工聯
會的立法會議員們均批評，反對派肆意
在議會上拉布，拖延特區政府包括吸引
人才以至利民的政策，更到海外發放錯
誤信息，嚇怕了有意來港發展的人才以
至尋求商機的投資者，令整個香港社
會，最終蒙受損失。
就香港在 IMD人才報告的排名下
跌，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透露，自該
報告發表後，很多街坊都指出，香港的
發展一直都跑贏鄰近地區，但立法會近

年變成了政治爭拗場所、很多民生事件
被政治化，很多利民、有助香港發展的
政策都被拖延，才令企業及人才為之卻
步。她認為議會倘可以減少爭拗，令特
區政府施政暢順，將有助人才來港及留
港。

反對派大肆炒作排名跌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批評，香港反對

派一見美國政府的「衛星組織」唱衰香
港，以至洛桑報告提到香港人才排名下
跌，就如獲至寶、大肆炒作，配合唱衰
特區政府，但就隻字不提自己是始作俑
者。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認為，倘將香港與

新加坡比較，無論是在生活成本、發展

空間等都很貼近，惟獨是香港政治爭拗
不斷，如香港外國記者會公然為「港
獨」中人搭建宣「獨」平台，更在反對
派中人推波助瀾下，令很多外國人對香
港產生了誤解，令部分外國人才對香港
望而卻步。
他批評，反對派毫不關心香港市民面

對的迫切民生議題，而是將精力集中在
到外國唱衰香港，發放錯誤信息，進一
步嚇怕有意來港發展的人才或尋求商機
的投資者，令他們轉往其他地區發展。
郭偉強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充滿發展

機遇，香港本來就是世界各地人才投身
大灣區發展的平台，但就受到反對派的
抹黑，令相關人才一是被不實資訊所嚇
怕，一是索性直接到灣區發展，屆時香

港的優勢將無用武之地，最終香港會被
邊緣化。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直指，在洛桑發表

人才排名報告後，反對派即如獲至寶，
大肆批評特區政府的不是，但正正就是
這班人，不斷透過拉布等手段阻撓有利
吸引人才來港發展的政策的落實，例如
特區政府提出成立創科局時，反對派就
不斷拉布，更一拉就3年，令香港創科
發展大幅度落後於鄰近地區。

政治化蔓延校園損學術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指出，近日有部分

嶺大碩士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搗亂，反
映政治化的問題已經從議會蔓延到校
園，既影響香港學術地位，更令其他國

家及地區的優秀人才以為香港不歡迎外
來人才，令他們不願來港發展。
同時，立法會反對派拉倒醫務條例、

拖延創科局的成立，都令香港吸引人才
的能力下跌。現在，全世界都在競爭人
才，他希望有關人等不應再利用大學或
其他原本不應捲入政治爭議的平台，變
成反對派政治宣洩的舞台。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勞工界重視

高端人才來港發展，因為此舉有助帶動
更多基層職位，但反對派將所有議題都
政治化，連校園都不能倖免，嚇怕了學
術及科研界人才，無形中阻慢了將學術
研究成果轉為普及使用的進展，無法通
過科技改善市民的生活，最終令整體香
港社會都蒙受其害。

■陳曉鋒認
為，香港若
自我封閉將
阻礙發展。
受訪者供圖

■去年9月11日，周竪峰在中大侮辱內地同學
是「支那人」。 資料圖片

■去年9月11日，周竪峰在中大內爆粗辱罵內
地同學。 資料圖片

■2015年7月31日，馮敬恩等衝擊港大校委
會會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