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衫內地生 勇抗黑衣人
抗議中大罷課集會播「獨」高喊「我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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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目
前香港暴力衝擊不斷。中文大學昨日
凌晨發聲明，指昨日的大型集會存在
極高風險，已聯絡學生會勸喻他們取
消集會，惟未有被理會。另外，中大
學生會昨日上午在校內舉行所謂「民
間開學禮」，會長蘇浚峰揚言，若中
大被稱為「暴徒大學」，他會欣然接
受稱號，並以此為榮。

內地生離場表不滿
大學校園成為激進大學生騎劫對
象，今年多所大學遂取消開學禮，不
過中大學生會卻舉行「民間開學
禮」，部分人戴頭盔、眼罩、防毒面
具等出席，現場亦有人呼叫「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會上蘇浚峰
宣稱，過往中大學生與政治運動密不
可分，近月外間更有稱中大為「暴徒
大學」，他揚言相關稱呼代表學生
「反抗強權」，他「欣然接受並以此

為榮」云云。
中大多個學生組織近日在迎新營

活動加入政治元素，意圖向新生洗
腦，昨日有身穿黑衣、戴口罩的中
大生在發言時稱，有參與活動的內
地新生得知情況，即場有過半數人
離開，並要求大會刪除自己的照
片。此舉明顯是對洗腦迎新營不
滿，不過該學生稱該批同學是「怕
被扣分而恐懼」、「感到痛心」云
云，自以為是借題發揮。
另外，針對近日本港多處發生嚴重

暴力衝突事件，中大昨日凌晨發表聲
明指，學生會昨日下午的跨大學集會
存在高風險，主辦單位難以阻止意圖
不軌的人進入校園，校方人手亦不足
以應付可能引發的衝突，所以已聯絡
學生會盡力勸喻他們取消集會，以保
障所有參與者、中大成員及校園的安
全。就勸喻最終不獲理會，中大校方
表示理解及尊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由激進學
生把持的大專學生會大肆鼓吹罷課。香港文
匯報昨日向多所大學查詢開學日情況，有大
學清楚指出，只有極少數同學參與罷課相關
活動，亦有多所大學強調新學年教學活動將
如常進行，呼籲參與罷課的學生應尊重其他
人上課學習的權利，以維持大學正常運作。

港大：教與學如常進行
港大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強調，

大學是學術教育機構，港大新學年的教與學
活動將會如常進行。同學有表達意見的自
由，參與罷課的學生應留意這對他們的學習
進度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必須尊重其他人
上課學習的權利。大學會密切審視有關狀

況，以確保正常的教與學活動不受影響。
中大表示，教育是大學的首要使命，不論

任何情況下，大學有責任為師生提供正常教
與學的環境。各學院及教學部門須按課程編
排如常進行教學活動，以確保每一位上課的
同學能順利而有效地學習。如任何教師因各
種情況未能如常教學，必須按大學的既定程
序作出相應安排。
發言人並強調，中大尊重言論及學術自

由，以及師生表達意見的權利。倘出現罷
課，大學希望參與的同學會尊重希望上課的
同學意願。校方會與組織罷課的主辦單位及
同學保持緊密聯繫及溝通。

科大：缺課無特別安排

科大指大學一直維持正常的教學活動，因應
個別課堂的要求，教授會以一向的做法來處理
同學的缺課，不會有特別安排，大學鼓勵教師
善用視像及網上教學資源，協助同學學習。
理大發言人指，大學在開學日如常運作。

據了解昨天只有極少同學參與罷課相關的活
動。城大指有既定機制處理學生缺課，老師
會視乎情況作出適當安排。
教大表示尊重師生表達意見的自由，相信

教職員必會以全體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妥
善作出安排，強調任何情況下學生的學習不
應受到影響。而嶺大所有教學及校園活動昨
日如常進行，校方會繼續關注近日的社會事
件所引發的相關行動，確保所有課堂及活動
得以按既定時間表完成。

多家大學籲尊重上課權利

中大學生會搞洗腦開學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文根茂）
暑假過後，踏入9月，原是一眾中學校園開
學，讓學生們上課學習，享受年輕校園生活
的大好日子，但有不少煽暴者就近月「反修
例」風波事件下，在網上公然發起中學生
「罷課」行動，企圖迫使仍然在學的年輕中
學生作出政治表態，將暴力的氣氛帶進中學
校園。其中一間港島區傳統名校皇仁書院的
「關注組」在網上策動了一個「早會」活
動，鼓吹同學早上到校園門外集會並以「暴
徒裝扮」示人，為近月的暴力事件進行美化
和造勢。

着黑衣口罩校外示威
香港文匯報早前曾報道有自稱是皇仁學生
的群組發起一個「自發反修例活動」，計劃
在9月2日開學日早上8時進行「開學日齊發
夢」的早會活動，活動鼓吹學生穿着校服再
配上「全副發夢（衝擊）裝備」或「全身黑
衣及口罩」在校門外左右列隊集合高叫口
號，為近月的暴力衝擊行動造勢。
為免活動參加者不足造成尷尬場面，「關注
組」亦「吹雞」叫舊生校友到場支持學弟。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現場觀察，8時開始有十

數名穿上校服和裝備的學生抵校，並且在校門
外叫囂，不斷對途人和正返校的學生大叫「港
獨」和針對警察的口號，10分鐘後，有大批身
穿黑衣和裝備的「校友」加入，令人數急增至
200多人，不少黑衣人都手持印有「港獨」標
語字句的紙板，亦不時對鼓吹暴力的學生說：
「師弟，好嘢！」有途人對學生和黑衣人宣揚
「港獨」和針對警方的口號感到厭惡，以手掩
耳朵以作出抗議。
叫囂直至上午8時25分左右，配有裝備的
學生紛紛入校，剩下穿黑衣的「校友」繼續

叫口號直到8時半解散，有部分學生鬼祟走到
校園後側門附近「卸裝」，換上正常校服後
才急急腳走進校園，學生上課時亦不見有
「上裝」的情況。

鬼祟匿側門卸裝入校
除皇仁外，英華書院亦有學生及舊生在校
門外罷課，部分人更是「暴徒」裝扮，並叫
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此外，嘉
諾撒聖瑪利書院、柴灣及小西灣部分中學亦
有人參與罷課或在校外築人鏈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
茂）暴徒近來毫無底線的破
壞，令市民聞風喪膽。喇沙書
院昨日有約20名戴口罩、穿黑
衣的「校友」在門外派傳單、
喊口號，嚇親市民，防暴警察
接報後到校外了解情況，確認
無危險物品後才離開。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指，警察在多人場
合出現是依職責維持治安、保
障市民安全。
喇沙書院昨早有學生在校內

露天位置默站，再轉到禮堂靜
坐。惟學校外亦有約20名戴口
罩、穿黑衣的自稱校友者在派
傳單，又向教師質問校內罷課
學生情況，更不時向校園及途
經的警車叫囂，呼喊「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等口號。
有感不安人士報警，之後有

防暴警察現身喇沙校門外，檢
查自稱校友者的身份證及搜查
隨身物品是否藏有危險品。警
方指非校方報警，而是有市民
看到有人聚集表示擔憂，並強
調只要和平理性、沒有違例便
可，其後警員離去。有該校中

一生家長稱擔心罷課影響兒子
開學心情，兒子亦自行決定不
參與。
另觀塘的聖傑靈女子中學昨

晨亦有10多名校友在校外派絲
帶及口罩並叫口號，叫喊聲引
起他人厭煩被街坊報警投訴，
警方到場登記相關人等身份證
後，校友自行離去。

楊潤雄：警方履責到場
楊潤雄昨在跨部門記者會上

指，據了解由於有市民向警方
反映，對有人站在校門外感到
擔心，所以警方到場調查，他
們是依據職責維持香港治安，
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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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書院外有黑衣人在門外
派傳單、喊口號，嚇親市民。

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fb圖片

■皇仁書院外有「暴徒裝」學生叫「港獨」口
號，途人掩耳抗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英華書院有學生在校門外罷課，部分人更
是「暴徒」裝扮。

這個名為「全港罷課集會」在中大
「百萬大道」舉行，有來自港

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浸
大、嶺大、教大、公大、仁大和恒大
等十多間大專院校學生和部分中學生
參與，現場主持人揚言會罷課兩個星
期並且「設死線」，威逼特首林鄭月
娥在9月13日中秋節前答應所謂「五
大訴求」。
集會原定於下午3時半開始，但在
集會開始前，一名身穿紅色衣服的男
學生先在場用普通話高呼：「我支持
香港警察」，並明確表示「大學生的
本職就應該是學習，不應該罷課」，
之後只見他再衝上大會的台上，並且
撕破台上寫有「時代革命」的黑色布
幅，其後，再從褲袋中掏出自己的中
國護照及學生證高呼：「來吧！我是
中國人」，再對着周圍氣焰囂張的黑
衣人喝罵：「滾！你們不配做大學
生。」講完之後，他走上前準備拆除
台上的音響設備，此時，附近多名黑
衣人衝上台阻止，並發生了肢體碰
撞，紅衣內地生其後在台下再向傳媒
唱起《義勇軍進行曲》。

網民大讚年輕人榜樣
事件發生後，該紅衣學生被火速瘋
傳並被網民熱捧，不少網民稱讚學生
勇敢發聲，堅決對「港獨」說不，亦

為近月對警方的不公說法抱打不平，
堅決支持香港警察，愛國家才是一個
時下年輕人的榜樣。
另外，在集會現場佈滿多個印有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港獨」
標語的掛飾，主持人聲稱集會人數有
上萬人。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
場內多人均戴上頭盔、防毒面具，也
有不少人戴着口罩等能夠遮掩臉部的
「暴徒裝束」，看似在支持近日暴徒
們一連串的超暴力事件和鼓吹暴力。
集會期間又經常叫囂，大叫「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的「港獨」口號。

罷課生揚言要「解散警隊」
集會由不同學生代表發言，其中一

名學生揚言要求「民間五大訴求」已
經不合時宜，並且將要求「升級」，
豪言要將「五大訴求」中的「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升級成為「解散警
隊」。
同時，有數人在會場內高舉美國星

條旗，企圖向美方示好，令美方介入
出手幫助制裁香港，並舉起求援字句
的紙板。集會尾聲場內播放最近被暴
徒熱捧的電影《凜冬烈火：烏克蘭自
由之戰》，再一次煽動鼓吹現場學生
要勇敢參與暴力行為，似乎是想為近
日損兵折將的暴徒們補添新的「兵
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一批自稱代表大專學界的學生

會成員，昨日在中文大學校園舉行所謂「全港罷課集會」，約有

數千人參加。集會期間經常有人叫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

「港獨」口號，亦有人揮舞美國星條旗。一名身穿紅Ｔ恤的內地

學生無懼現場黑衣人的囂張氣焰，隻身一人走上大台撕破現場展

示的「港獨」黑布標語，並高喊「我是中國人！大學生不應該罷

課！」該名學生無懼衝上台的大批黑衣人兇惡舉動，並不斷與他

們論戰。他的勇敢舉動引來無數網民熱烈讚賞。

一名紅衣內地生對有
人在校園內發起集會，
大肆搞「港獨」、抹黑
警察感到不忿，上台大
罵有關人等不配做大學

生，強調學生本職就是學習，不應罷
課，結果引起反對派網民惡搞欺凌，
改圖稱他支持罷課、支持「反送中」
云云，企圖以「高端黑」手段引起內
地網民誤解，令他被內地網民指責批
評。
紅衣內地生英勇指斥罷課集會的

人，引起反對派網民的惡搞欺凌。在
「香港人連儂牆」的 facebook群組
上，有網民將他說「我支持香港警
察」的短片截圖，並配上「香港人加
油」的字幕，亦有人誣陷他是上台支
持罷課、支持「反送中」，甚至是上
台「領口號」云云。
另一個fb專頁「煮家男人」亦改

圖誣衊有關學生，另有人將他撕毀現
場橫額的相片修改成撕國旗，企圖誤
導讀者，四處放流料。部分無聊網民
更問有無人幫該名紅衣內地生報名參
軍。
雖然有人在上述兩個帖文留言講出

真相，但有網民竟厚面皮地稱有關真
相是「假新聞」，而「煮家男人」更
揚言︰「所有話呢張圖係改圖嘅『不
實言論』一律會被delete（刪除），
唔好意思。」手段低劣可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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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生在台上高舉自己的中國護照及學生證，並高呼：「來吧！我是中國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一批自稱代表大專學界的學生會成員，在中文大學校園舉行所謂「全港罷課集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反對派網民惡搞將反對罷課的內地生說成是
「支持罷課」。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