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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翔駁斥梁家傑
「暴力」
歪論 贏得全場掌聲

「不能教育學生暴力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早前譴責
破壞立法會的暴力行為，即引來一直煽動及縱容暴力的港大
學生會成員以至「校友」以各種手段脅迫其收回言論。經一
番協調後，張翔昨日落實在校內舉行論壇，就近日社會事件
與師生校友分享交流，他在論壇再次表示反對暴力，並強調
希望保護學生。以校友身份出席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竟在
發問時公然聲稱「暴力有時候是解決方式」，但其荒唐論調
即時受到駁斥。張翔強調，「暴力完全不是解決問題的方

■張翔在論壇再次表示反對暴力，並強調希望
保護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式，更不能這樣教育學生」，如任由暴力肆虐，則會徹底失
去發展機會。張翔的一番話，贏得全場掌聲。

一向標榜捍衛「言論自由」的港
大學生會，在上周五深夜發起

圍堵校長官邸要求他收回譴責暴力
的聲明，張翔當時即場以大聲公與
圍堵學生作露天對話，並承諾盡快
安排論壇。最終論壇於昨晚順利舉
行 ， 共 有 逾 400 名 師 生 、 校 友 到
場，持續約一個半小時。
在論壇上，張翔重申不贊成任何
形式的暴力，又提到過去一星期已
出現流血衝突，強調大家都不想再
見到流血事件，希望能保護學生。
在美國生活近 30 年的他又說，自己
看見過很多激烈的衝突，知道一些
事情發生了，就沒有迴轉的餘地。
梁家傑在以港大校友身份提問，
更藉機宣揚「暴力有時是解決問題
的方法（violence may sometime be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 云
云。他稱「以革命手段去解決問
題，並不樂見」，但指學生或是在
所謂「迫不得已的時候」才使用暴
力，企圖美化暴力為惡行開脫。

暴力肆虐將失發展機會
張翔反駁道，他對梁家傑有關暴
力的觀點「不敢苟同」，自己依然
堅持認為暴力並非解決問題的途
徑，並強調生活在現代社會，如任
由暴力肆虐，則會徹底失去發展機
會，「更不能這樣教育學生」，引
發全場掌聲。
有學生問及會否譴責警方使用過
度暴力，張翔回應說警察可以使用
武力，但其武力是否過度，不能僅
靠影片等作判斷，希望有調查能清
晰查出真相，若調查證實有警員使

用過度武力，則應該受到譴責。

言論自由不包括仇恨成分
近日港大校園多處被貼上不同的標
語，亦有同學不滿標語內容將部分標
語撕除，有學生就此詢問張翔意見，
張翔指，要尊重不同人表達的意見，
而標語應遵守使用守則，而有人認
為，部分標語的用詞帶有仇恨言論
（hate speech），他強調言論自由不
包括仇恨（hateful）成分。
論壇期間，港大教職員陳捷貴一
度提出想用普通話發言，現場即有
人無禮野蠻地大叫「返大陸」、
「This is Hong Kong not China
（這是香港不是中國）」、「get
out（出去）」，他最終改以英文提
問。
張翔在回答時，首先分享了自己
於美國時曾有同學因為來自中國而
受教授嘲笑的故事，並強調類似情
況不應該存在，特別是在大學內，
即使大家背景不同，亦應該尊重及
欣賞彼此的差異。
陳捷貴最後用英文表示，支持張
翔的聲明，7 月 1 日的暴力會影響香
港的聲譽，認為建立對話是解決現
時衝突的方法。
在論壇結束時，港大學生會署理
會長黃程鋒聲言，下周日（21 日）
的遊行會有許多學生參加，要求張
翔「表態」。張翔指，他關心學生
的安危，會保護學生，又強調香港
是一個獨特地方，成功、有活力，
但也面對政治及房屋等問題，希望
大家一起思考未來想要一個怎樣的
社會，一起行動，尋找答案。

■張翔出席由港大學生會大學事務委員會提議的校長論壇，與港大學生、校友和教職員就近日社會發生 ■港大校友在會場手持
「以禮待人 反對校園欺
的事件分享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凌」
等標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論壇有助溝通
極端言論傷人
有參與昨日港大
校長論壇的校友和

學生，在論壇後都
表明反對暴力，並
對校內經常出現人
身攻擊的侮辱性言論感到不快。
多名港大校友在論壇會場一旁手
持「以禮待人 反對校園欺凌」、
「尊師重道 反對語言暴力」的標
語，希望論壇能在和平氛圍下進
行。
他們在論壇後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他們近日在校內見
到多處出現許多帶侮辱性言論的
貼紙等，內容涉及人身攻擊，令
人十分不快。有部分非本地學生
若想移除相關標語，即被他人圍
堵甚至使用粗言穢語，「那些語
言非常難聽，我們不想重複。」
他們認為，昨日的校長論壇是

一個有效的溝通途徑，同時支持
張翔的觀點，並強調暴力絕非解
決問題的辦法，批評梁家傑在論
壇上所謂「暴力是一種解決方
式」的說法。
出席了論壇的港大教育學院研究
生程同學贊成暴力非解決問題辦
法。她認為，身為校長應當擔心學
生安全，張翔發出的聲明完全在情
理之中，又認為香港對近日事件可
以有不同聲音，正顯示充分的言論
自由。
另一港大教育學院研究生吳小
姐反對近日校內帶有人身攻擊言
論，以及一些「起底」警察的宣
傳品，認為有關的做法只能令矛
盾愈來愈大，同時希望張翔進一
步了解香港社會，以更清楚學生
想法從而令溝通更有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反
對派早前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時，聲言特區政府有「政治任
務」，故不肯以其他方法處理台灣
殺人案。不過，工黨立法會議員張
超雄前日宣佈已向立法會提交私人
條例草案，稱要允許香港向台灣
「單次、單向」移交逃犯後，隨即
有其他反對派中人直認他們現在的
行動就是借機「奪權」，張超雄的
做法是在「替政府轉移視線」、
「消耗民氣」。張超雄隨後即於昨
日決定撤回有關草案。
反對派早前為了反修例，一再提出
不同的「替代方案」，稱「有很多方
法」可以為潘姓少女討回公道。不

過，當反對派成功拉倒修例後，潘姓
少女案件石沉大海，始終無合法渠道
處理。
在不知第幾次的暴力衝擊後，張超
雄前日宣佈已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稱
要以「最簡單」方法移交涉案的嫌疑
犯陳同佳，即將台灣納入現有《逃犯
條例》內，允許香港向台灣單次、單
向移交逃犯，但內地和澳門則仍排除
在外，又稱草案只允許香港向台灣單
向移交逃犯，所以不用「擔心」潛逃
到台灣的香港「政治犯」會被移交到
香港。

提草案做表演 挨罵即跪低
雖然特區政府早解釋過反對派提出

的各項「替代方案」都不可行，張超
雄提出私人條例草案明顯是在做
show，但其建議一出仍挑動了其他反
對派中人的神經，聲稱對方是替特區
政府「轉移視線」、「找下台階」，
減低「五大訴求」的支持，令「反送
中」行動「失焦」。
有人更直認所謂「反送中」的「最
最最主要目的係要拎返『主權』、要
雙普選。明明已經打到政府、立法會
冇晒威信，失效，甚至有人提議話要
成立『臨時政府』、『寫憲
法』，……我唔想又一場『運動』被
人搞散。」
「城邦派國師」陳雲根就發帖稱，
張超雄的建議會「封殺了香港社運人

士『流亡』台灣之路，令他們隨時被
『引渡』回來香港，……一旦開啟了
台灣的『引渡』條例修訂，之後再依
次開啟澳門、大陸的修訂就變得容
易，……這將台灣『安放在中國統一
的司法觀念之內』，在『法理上妨礙
台灣獨立』」云云。
所謂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眼見「自
己人」批評聲音不絕，張超雄即時唔
敢再「公義」，極速於昨日傍晚就發
聲明稱現在是「敏感時刻」，決定撤
回自己的私人草案。可見為了討好激
進甚至「港獨」勢力，反對派中人根
本對「公義」其實不屑一顧，寧願讓
潘姓少女沉冤莫白，都要自己利益行
先。

暴衝
「趕客」訪港客升幅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貿易
戰及近日的暴力衝擊，令旅遊、零售
及物流等行業備受雙重打擊，特區政
府官員擬短期內會見相關的業界代
表，商議應對措施。旅遊促進會總幹
事崔定邦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港珠澳大橋和高鐵效應帶來的增長動
力，已被暴力衝擊所抵消，旅行團客
量增長率由雙位數跌至單位數增幅，
旅遊業前景極不明朗。
崔定邦在訪問中透露，本港近年有
多項基建落成，過去 5 個月訪港旅客
人數均持續上升，旅遊業界本來預期
今年暑假訪港旅客人次會再創可觀的
增長率，但因應持續的暴力衝擊，部

分旅客延後來港旅遊的計劃，致訪港
旅行人數升幅放緩。
他續說，旅行團客量增長率已由上
月的 3 成，跌至本月只有單位數增
幅，尤以內地旅客的流失情況最受關
注，「內地旅客的外遊目的地選擇
多，香港並非唯一，持續的示威行動
影響本港旅遊業，尖沙咀等旅遊旺
區，經營亦受到影響。」

本地消費同受影響
崔定邦希望特區政府加強海外宣
傳，讓外地旅客得悉香港仍然是安全
的旅遊地方，並在主題公園入場費方
面提供補助或折扣來「谷客」。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表示，
暑假一直是零售的小旺季，但部分遊
客擔心香港治安並打消訪港行程，有
商場店舖更因為示威活動關門，直接
影響生意，在這種社會氣氛下本地消
費亦受影響。
協會希望政府採取有效方法盡快解
決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令社會穩定下
來。她又指，零售業面對租金高企等
營運成本問題，要與業主等持份者商
討如何解決。
在物流業方面，陸路客貨運輸業議
會主席蔣志偉表示，市場氣氛差、消
費意慾降低，加上示威遊行堵路影響
運輸業界交收，都對物流業帶來重大

■受暴力衝擊事件拖累，旅遊業等行
業大受打擊。
資料圖片
打擊，令本來已經受貿易戰拖累的貨
運量進一步減少，希望特區政府能減
免貨櫃車牌費和驗車費，彌補暴力衝
擊、堵路等帶來的經濟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近日多場所謂「和平遊
行」，最終均演變成嚴重暴力衝突，不少暴徒被捕。由「獨莊」把
持的多間大學學生會接連批出會費支援「示威活動」，間接助長暴
力事件。繼科大學生會上月宣佈批逾百萬元後，港大、城大、浸大
學生會近日濫用學生資金，宣佈批錢支持「抗爭者」，涉款最少
200萬元。
城大學生會前日稱，已批出 80 萬元支援近日「運動」，用以購
買口罩、頭盔等物資、法律援助、醫療費用，以及支持傳媒等，該
會還表示，預留金額不排除可供其他示威者申請。
同日，浸大學生會評議會亦批出 50 萬元作「支援本會外務支出
之用」，款項將主要用以購買物資、提供醫療協助及法律援助予浸
大學生、校友及其他一眾「抗爭者」。
港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黃程鋒近日則向媒體稱，計劃撥款 100 萬
元，為被捕的示威者提供法律諮詢及援助基金，申請條件是港大學
生會屬會或學生。資金預計本月內落實，包括會幫助涉咬斷警員手
指被捕的應屆港大畢業生。
大學學生會認受性極低及其「必然會員制」一直為人詬病，多校
的本科新生入學時會自動成為會員，更有繳交會費的「義務」；如
今就連學生資金都被把持會務的激進分子濫用於資助「抗爭」，更
顯該制度的荒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不斷將政
治議題帶到地區議會，挑起爭議，懶理各區改善
民生的措施受阻。在中西區區議會昨日會議上，
反對派議員提出要求政府「立即撤回修例」，及
譴責警方在 612 金鐘衝突時「濫用暴力」等動
議。建制派區議員批評，反對派對暴徒使用暴力
視而不見，但就不斷美化暴力，不配談民主，又
直言暴力行為和對抗行為持續不斷，最大輸家只
會是全體香港人。有關動議最終以10票反對5票
贊成被否決。
在中西區區議會昨日舉行會議期間，公眾席上
有多名身穿黑衣、戴口罩的男子旁聽，有人高呼
「撤回送中條例」、「釋放被捕人士」等口號。
主席葉永成多次提醒在場者要保持安靜，否則在
兩次警告後即會暫停會議。石塘咀區議員陳財喜
在會議開始不久，一怒下高呼「反對暴力」口號
後離場，並授權民建聯的陳學鋒代為投票。
在會議進行約半個小時後，有戴口罩者用揚聲
器叫口號，主席宣佈休會兩分鐘。有在場者互相
指罵，有反修例者質疑穿黑衣、戴口罩叫口號男
子是意圖「抹黑示威者」，及故意搗亂意圖令議
會流會。

罔顧民生縱暴 反對派亂區會

順從暴徒「奪權」主張 張超雄棄公義

用學生錢撐暴
學生會制度荒謬

中西區會辱警 建制批抹黑

會議斷斷續續先後暫停 3 次，反對派大肆抹黑
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民主黨的甘乃威在發言
時，聲稱警員在處理「和平示威」時「濫用暴
力」，更聲言不應起訴咬斷警員手指的暴徒，更
顛倒是非地稱：「警察胡亂用警棍打人、『兜口
兜面』向示威者噴胡椒噴霧，警察卻不需要負責
任，不即時被落案。」
民建聯的張國鈞反駁，反對派將黑說成白，將
矛頭指向警方，卻不譴責暴徒襲警，更不斷以
「黑警」抹黑警員，但當有需要時就報警求助。
他批評反對派立場先行，選擇性地講有利自己的說話，
「我們的香港、治安、安全，不能沒有警隊，就算是現時
政見不同，是否就要將香港的警隊肆意攻擊，去拆台
呢？」
陳學鋒批評反對派對暴徒行徑視而不見，「和黑社會有
何分別？用任何方式去美化暴力，不好意思，你們不配談
民主。」民建聯的盧懿杏則指，若暴力和對抗行為持續不
斷，最大輸家將會是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