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生今集會 圖勾外力亂港

尚有約半個月就是9月新
學年開學，有人竟煽動學生
罷課。30個教育團體昨日
聯署，對此表示憂慮，擔心
校園正常教學秩序受到政治

干擾，學生學習及情緒受影響，促請教育
局發揮領導作用，制訂清晰指引列明對任
何形式的暴力、仇恨和欺凌「零容忍」。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撰文指，社會近日正
面對種種負面以至仇恨情緒的挑戰，期望
校長和老師能夠堅守專業守則，繼續保護
學生及堅守寧靜的校園環境。

30團體促教局「零容忍」
教聯會、教評會、香港幼稚園協會、新
界校長會、香港校董學會、香港路德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等30個教育組織及辦學

團體昨日以「教學專業 熱愛和平 緊守崗
位 守護學生」為題發表的聯署聲明中
指，過去兩個月香港出現的違法衝擊，嚴
重影響市民生活，不少學生參與其中，因
而受傷甚至墮入法網可能前途盡毀，實令
人痛心。
他們希望政治紛爭能盡快平息，讓社會

恢復秩序，同時呼籲年輕人和平理性表達
訴求，切勿參與違法行為及與暴力劃清界
線，以免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
他們並對開學在即之際有人「號召」罷
課深表憂慮，強調校園是學與教的園地，
必須遠離仇恨和欺凌，而教育工作者應承
擔責任，堅守底線，共同守護校園，保護
學生。
為確保開學後學校運作暢順，他們促請

教育局盡快制訂清晰指引，列明對任何形

式的暴力、仇恨和欺凌「零容忍」，並向
辦學團體和學校應對罷課衝擊的跟進措施
給予指引。局方應成立包括法律諮詢和心
理輔導等的跨專業團隊，支援教育界同
工、家長及學生的不同需要。
楊潤雄昨日則於教育局網上專欄《局中

人語》撰文，提到自己近日和教育界就學
校面對新學年的挑戰和擔憂緊密交流，而
局方與學校、家長的共同目標，是要確保
學生能夠在一個安全、有秩序和專業的教
學環境中學習，免受政治及其他因素干
擾。
他直言，面對近日種種社會現象，負面

以至仇恨情緒，不合作以至衝突事件，要
繼續保護同學及堅守寧靜的校園環境，確
是一項挑戰，並感謝各教育界同工在政治
衝擊下亦能緊守崗位，保護和引領學生繼

續學習、健康成長。
楊潤雄強調，社會期望教師能堅守專業

守則，以教育及愛護學生為首要職責，在
教學過程中關心其安全，並建立互信和尊
重的關係，討論問題時亦要保持客觀，及
鼓勵他們獨立思考及作出理性的判斷。

楊潤雄：願大家珍惜所有
楊潤雄又說，相信每一個港人都希望有

更美好的香港，如何建設、如何改變，大
家可能有不同見解，然而「羅馬非一日建
成」，願大家珍惜所有，以正面、積極及
具建設性的方法，一起推動改善。至於在
學校層面，亦需要讓同學明白生命中有值
得感謝和珍惜的人和事，並學會以積極和
樂觀的態度迎向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堅守專業拒政治 保學生寧靜校園
 &

政界批勢損全民利益 暴露港版「顏色革命」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11間大

專院校學生會成立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

事務代表團」今晚在遮打花園集會，稱集

會目的是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民主及

人權法案》，又乞求英國宣佈中國「單方

面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迫使特區政

府回應他們的訴求。香港社會各界知名人

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這

些大專學界再次暴露了他們勾結外國勢力

的真面目，就是要發動港版的「顏色革

命」，意在「港獨」，顛覆國家，勢損害

全港市民的利益，必須予以譴責。

羅冠聰「借書遁」兄弟坐監佢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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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近年大專院校開學禮經常淪為部
分學生鼓吹暴力甚至「港獨」、
做政治騷的場合。香港大學、理
工大學及中文大學近日先後宣佈
將停辦新學年的開學禮。不少網
民均贊成取消開學禮的做法，指
近年的所謂「開學禮」早已淪為
「播毒騷」，停辦正可避免有人
「騎劫」，還學生一個寧靜校
園。
港大及理大日前分別宣佈取消新

學年開學禮環節。港大發言人解
釋，港大過往舉行過不同形式的新
生入學典禮和活動，如新生研討會
（Freshmen's Conference）、迎新
日、新生歡迎會、大學入學典禮
等。目前的新生入學禮方式沿自
1999年，大學不時檢視活動內容及
形式，今年決定作出變更，由10間
學院安排更切合學院風格和增加新
生與學院內師生互動的活動，開展
新學年。理大亦表示，各學院與學
系已為新生安排不同形式的迎新活
動。
港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黃程鋒

稱，會要求校方改變決定，前日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開會時，有人
則建議學生會應考慮自行舉辦另
一典禮。
昨日，中大在回覆傳媒查詢時

亦確認，將取消原定今年9月2日
舉行的開學禮。教大稱，為協助
學生盡快投入大學校園生活，校
方今年將透過「迎新日」及由3個

學院舉辦的「開學禮」。嶺大則稱新生迎新
活動及開學禮暫時仍會如常舉行。
不少網民對大學決定取消開學禮表示認

同，尤其考慮到近日社會氣氛緊張，擔心有
人會利用致辭的機會煽動群眾，釀成更大的
衝突矛盾。
網民「laputa_pl」直言：「好事，免被騎

劫！」「167667」進一步指：「梗取消啦，
開學禮又變咗示威叫口號show，校長又比
（畀）人×」。「PH Chiu」則認為取消開
學禮「可以減少混亂和沖（衝）突的機會。
也是用心良苦了！」
「Maggie Chan」說：「還我清靜清新校

園，減少可讓垃圾學生玩嘢嘅機會。」
「William Wong」亦認同做法正確：「無
謂比（畀）D（啲）垃圾學生會長趁機會
『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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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縱暴
派政客長期視香港各大學為「抗爭基
地」，公然招攬「衝擊新血」、濫用學
生費充當「抗爭者資金」等惡行比比皆
是。網上近日再流傳「新招」，包括鼓
吹中文大學學生應「放下身段」，主動
跟內地新生「做朋友」，「當做場戲」
地以友善態度拉攏他們支持抗爭。在上
星期浸會大學新生註冊日期間，亦爆出
多名黑衣人包圍新生「人盯人式洗腦」
事件，顯示縱暴派的思想滲透已對準一
眾大學新生，情況堪憂。

扮朋友示好 網民批傲慢
fb專頁「CUHK Secrets」近日有自稱
中大學生者以所謂「內地生狂熱關懷戰
線正式啟動」為題「出謀獻策」，聲稱
大量到中大升讀碩士課程的內地生將於
下周陸續到埗，作為同學務必要「噓寒
問暖」：「放下身段100%同佢地（哋）
做好朋友，將社會『最真實的一面』展
示給他們。」

該「學生」蔑稱，內地生都是「真正
的井底之蛙」，因此鼓勵中大學生要跟
他們一起玩一起食飯，「然後用友善的
態度（求你當做場戲唔該！）」，潛移
默化他們的思想，說白了也就是「虛情
假意真洗腦」，以便縱暴派鞏固他們眼
中這片「抗爭基地」。
該「提議」引起網民爭議，一方面驚

訝香港學生竟以所謂「放下身段」、
「井底之蛙」等觀念看待香港與內地學
生交往，更感歎今時今日的大學校園竟
已淪落至爾虞我詐，政治滲透無孔不
入。網民「Knucle Hoi Tung Chan」就
道：「你覺得人地（哋）係井底之蛙，
已經顯得完全冇交流誠意……」
「蔡洪峰」則表示：「如果真的想和

內地年輕人交流，希望可以放下偏見和
情緒，坦誠相待。如果從一開始就帶有
歧視，這樣是沒辦法溝通的。」「Nat
Leung」強調，應「尊重內地朋友，意見
不同可以討論。『做場戲』、『可憐』
背後那種傲慢實在不必要，幫倒忙」。

「Qian Jin So」更直接用「unbelievable
stupid……（蠢得難以置信）」形容這場
鬧劇。

註冊淪鬧劇 播激招新血
同類的思想滲透在大學校園絕不罕

見。網上近日有流傳一則家長投訴，提
及女兒上星期於浸大新生註冊日時的胡
鬧情況。當日，浸大學生會及多個屬會
成員發起所謂「罷 reg（停止新生註
冊）」行動，其間不斷向新生派發傳
單、叫囂，更呼籲新生「選擇更好的學
校」云云。
該家長提及女兒當日「拿回來一大堆

垃圾」，而註冊處猶如「喪屍竇」一
般，「黑衣人圍着新生人盯人式洗腦，
由《逃犯條例》講到雷射槍，所有新生
無一倖免被包圍」，更甚是只要遇上稍
有反應的新生，即會被群眾帶去一起包
圍校長住所。該家長感嘆「一入校門就
這樣，年年都有新（生）力軍」，強調
這種狀況絕對不能忽視。

對滋事分子在大學校園「洗腦式」不
斷向新生散播激進政治思想，不少網民
均感嘆，這是香港的悲哀。「David
Yu」批評：「如果你唔明咩叫做讀『屎
片』，望一望今日的香港部分大學生
（其實已經佔大多數）就會明晒！」
「Jovial Pun」則謂：「宜（）家 d
（啲）大學咁似黑社會」，驚訝這般
「踢入會式」的下三濫手段竟出自學生
組織。

■網上流傳「新招」，鼓吹中大學生「放下身
段」，主動跟內地生「做朋友」，「當做場戲」
以友善態度拉攏他們支持抗爭。 網上截圖

縱暴生「埋堆」內地生 謀「洗腦」拉攏「抗爭」

不斷煽動罷工、罷課的
「香港眾志」常委羅冠
聰，前日在facebook稱自
己已抵埗紐約，將「進
修」耶魯大學中國研究碩

士課程。可見就算香港機場連續停運兩
日，也無法干擾羅冠聰「追求理想」的
進修「門路」。有網友拆穿其西洋鏡，
道：「一人有一個夢想。他去耶魯，你
去監獄。」盡顯「叫人衝、自己鬆」的
政棍本色。
羅冠聰作為煽動「罷課不合作」的主
力，如今竟已「乖乖返學」，留下「手
足」在香港街頭準備罷課、衝擊，等待

他們的可能是「終身監禁」的牢獄之
災。
羅冠聰前晚在fb發帖，稱自己已抵達
紐約，準備前往耶魯大學進修，更為自
己走佬美國「正名」，稱自己在「動盪
時代出走」，「反而肩負了更多責
任」，暗示因曾經與國務卿、國會議長
會面，相信在美一年將會有「非常多工
作展開」。
他同時繼續煽動「手足」要「對抗極
權，抗爭到底」，聲稱「我們在民主路
上相遇，也定必能在脫下口罩面罩後相
擁」云云，虛偽至極。
網民「Steven Lee」在留言時就揶揄

道：「咦？唔喺話罷工罷課咩？點解佢哋
阿頭走咗去美國開學。」網友「Yee
Chan」問：「遙距課程不可以嗎？」「鄧
澤華」說：「功名全部歸你，坐監就係班
『勇武』坐，真系（係）啱晒啦！」網友
「Mill Wg」調侃羅冠聰是「借書遁」。
網友「Gong Chen」亦說：「宜（）家唔
走，聽日陪你地（哋）坐監？」

網民：證美國是幕後勢力
羅冠聰的「優厚待遇」並非個個「抗

爭者」都能享有，網友都「心知肚
明」。「Kathy Lee」說：「證明美國是
幕後！收罪人是證據。」「Eddie

Leung」明言：「原本無可能入到Yale㗎
嘛！咁樣梗係去咗讀先啦……」「Samu-
el Yuen」更揶揄：「耶魯大學因為收呢
廢人而downgrade中……」
羅冠聰的政棍偽善面具亦被網友

「Harry Jackson」拆穿，他評論道：
「正如『泛民』班×街議員支持青年人
去示威，永遠唔會見到自己的仔女去示
威。」網友「謝小啤」也說：「永遠都係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人地（哋）收錢歎
世界，留底（低）班曱甴比（俾）人拉
坐監。」■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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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製圖諷刺羅冠聰盡顯「叫人
衝、自己鬆」的政棍本色。

fb圖片

是次集會主題為「英美港盟，主權在
民」，「學界代表團」發言人、香

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委員張崑
陽昨日在記者會上聲稱，希望將抗爭擴展
到國際戰線，而首要任務是動員各界支持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促使美國
國會迅速通過法案，保障香港的自治權不
受中央「干擾」。
「學界代表團」另一發言人、城市大學

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署理外務副會長邵
嵐聲言，香港抗爭「需要國際社會的呼
應」，他們月內會陸續約見各國駐港領
事，並爭取全方位與外國政要、「公民社
會」、「其他組織」及學界等爭取更多
「國際支持」。
曾經涉嫌參與非法集會、已被禁制的

「民族黨」前召集人陳浩天，「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歌手何韻詩等據稱將
出席，更會播放在暴衝立法會後已遠走高
飛的梁繼平，及已竄逃德國的「本民前」
前發言人黃台仰的錄音。

社會須高度警惕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批
評，這些自稱香港大專學界者乞求美國和
英國干預香港事務，再次暴露了他們勾結
外國勢力、損害香港利益的真面目。他強
調，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
國勢力干預。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
惕，認清事件的本質和危害，絕不能讓這
些組織配合外國勢力推動「港版顏色革
命」的圖謀得逞。

必為市民所不齒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批
評，這些所謂香港大專學界引狼入室，暴
露了他們意圖進一步搞亂香港、發動「顏
色革命」的本來面目，必然會為渴望安定
的市民所唾棄，為有民族自尊的市民所不
齒，必將喪失民心，圖謀注定失敗。

將港變外國棋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批評，連月

來，接連的暴力衝擊已經導致香港經濟下
行，更令市民感到厭倦，這些所謂學界更
企圖引狼入室，乞外國粗暴干預香港事
件，既無知更愚蠢，企圖將香港變成外國
勢力牽制中國的棋子，損害全港市民的利
益，必須予以譴責。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表

示，外國勢力根本無權干預中國內政與香

港事務，特別是《中英聯合聲明》早在香
港回歸時經已失效，更不存在英國可宣佈
中國單方面違反聲明的無稽之談。

賣國求榮可恨可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張學修批

評學界要求英美介入香港事務，是出賣國
家和香港的利益，「賣國求榮，可恨可
惡！」他強調，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不
需要學界去乞求外國勢力來說三道四、指
指點點。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指，香港

近月的暴力示威行為，外國勢力不停居中
干涉，今次所謂的「學界」要求美英介入
香港事務，進一步暴露了學界與外國勢力
互相勾結和不良居心，意在「港獨」，顛
覆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