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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責任編輯：甄智曄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黑衣暴徒大肆破
壞，連校園亦無法置身事外。本周二，數十
名黑衣魔及所謂校友就圍堵及騷擾據傳有撐
「暴」學生被打的荃灣保良局姚連生中學。該
校昨晨就暴力事件舉行全校交流會，有校友
引述校方稱，不會追究包圍校園的「學生」，
但會懲處早前涉及「肢體碰撞」的學生。
姚連生中學校內上周疑發生學生衝突事
件，有人聲稱該校數名中五生撕下校外「連
儂牆」宣傳品，其中一名中五生的照片被人
貼在校內男廁，照片被貼在男廁的中五生連

同其他數名中五生與一名中三生發生衝突，
並上綱上線稱校方未有「懲罰」有關的中五
生是「處理不公」。
本周二上午，該校多次被擲磚及其他雜

物，有玻璃門因此碎裂。在放學時分，約50
名黑衣魔更連同部分穿校服的學生圍堵校
門。有人四處噴漆、向校內投擲垃圾桶，甚
至有人硬闖校園，要求見校長。警察其後到
場，滋事分子即作鳥獸散。

指「毆打」事件為「肢體碰撞」

姚連生中學昨晨就事件舉行全校交流會，
其間有校友出席。有出席的林姓校友向傳媒
引述校方澄清，所謂「毆打」事件只出現
「肢體碰撞」及「拉扯」，兩名涉事中五學
生將受處分，而受害中三生亦表示沒有受
傷，實際情況並沒有如網上流傳的嚴重。
針對周二的破壞事件，該校友引述校方

指，當日已及早疏散校內學生，而在破壞事
件發生時，校內只剩下教職員等45人，校
長則並不在校內。當時，有教師認為事態失
控，徵詢校長後決定報警，校方亦會承擔報

警責任。但據引述，校方稱不會對當日參與
圍堵的學生作懲處，亦無意追究破壞的黑衣
魔，似乎是「買黑衣暴徒的怕」。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重申，學生不應在校內表達自己政見，甚至
標籤特定政治立場，此舉不但會影響其他學
生情緒，更會干擾學校的日常運作，而香港
仍未能「止暴制亂」，對學校構成巨大壓
力，但在處理不當暴力或在校園蔓延，校方
應以平常心面對。接受同一節目訪問、一直
煽暴的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則突然與暴徒
「割席」，稱反對「任何校外人士」干擾學
校日常運作，不要騷擾校園，又稱無論是哪
種政治立場，包括涉事的黑衣魔，亦應讓學
校維持寧靜學習環境。

姚連生中學疑姑息黑衣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
大學香港專上學院（HKCC）講師
陳偉強因其支持嚴懲暴徒，助香港
止暴制亂的言論，於周二上課時遭
到大批蒙面學生禁錮、批鬥及粗言
辱罵近5小時，要求他道歉及收回言
論。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海學聯）

發表聲明，對有人嚴重侵犯教師人
權和言論自由表示強烈憤慨，並認
為事件反映暴力正嚴重侵蝕校園，
呼籲教育界譴責，並嚴懲違反校紀
和法律者。
海學聯強調，大專院校本應是學

術淨土，學術自由和尊師重道是院
校珍惜的重要價值。陳偉強發表的
反對暴力言論，屬言論自由範疇，
應受到法律的保護。然而，禁錮事
件中有人就大搞「雙重標準」，非
但不能接受陳偉強行使言論自由的
權利，更嚴重侵犯其人身自由。
該會強烈譴責此等嚴重侵犯和傷

害學術與人身自由的行徑，並指事

件中持不同意見的教師於課堂上被
禁錮和欺凌，反映暴力已經嚴重侵
蝕校園，污染教育，呼籲教育界和
全社會譴責這些破壞校園教學秩序
和學術價值的行為，而對違反校紀
和法律者，應嚴懲不貸。

受害者反停職 放任禁錮欠妥
海學聯指，注意到HKCC事後暫

停了陳偉強的教學職務，認為校方
應當澄清，避免向外界發出錯誤信
息；事發當日HKCC未有與警方合
作，任憑陳偉強長時間受到非法禁
錮和凌辱，其做法亦欠妥當。該會
強烈呼籲，專責管理HKCC的理大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應該主持教育
和學術的公平正義，確保陳偉強的
學術自由和權利。
對HKCC學生的惡行，煽暴派的

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昨日稱「不
可接受」，但他仍然貫徹其包庇暴
力的本色，稱「不評論」校方是否
應處分涉事學生云云。

海學聯促HKCC懲辱師劣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昨日是公益金便
服日，大批煽暴派再借機推政治入校傳播激進思
維。其中，涉嫌襲警的曾志健就讀的荃灣公立學
校何傳耀紀念中學，有約200人穿上黑衣回校，
佔比約三成，其餘七成則穿着其他便服「聲援」
曾志健。有學生受訪時盲撐曾志健，稱得悉其中
槍「好難過，好激動」，卻絕口不提其涉嫌帶頭
瘋狂毆打警察的前因。

不提狂襲警 只扮受害者
在煽暴派鼓動下，中學校園便服日慘被政治入
侵黑化，部分學生昨日身穿黑衣回校作政治表態
展示所謂「抗爭」立場，亦有人戴口罩。在何傳
耀中學，上學時段有約三成人穿上黑衣回校，更
有數名所謂「校友」在校外派發「何中人加油」
餅乾及黑色口罩，以打氣為名，借機對年幼學
弟、學妹洗腦。據了解，該校老師只於門外守
候，未有干涉。在「黑色恐怖」下，大多數穿日
常便服的學生則拒絕受訪，惟個別黑衣學生則盲
撐曾志健，有人形容「佢（曾志健）為我哋做咗
咁多」，在得悉對方中槍「好難過，好激動」，
但同時以「保護私隱」為由，絕口不提事前曾涉
嫌帶頭瘋狂襲警的前因。

自事發後，何傳耀中學校方亦一直以包庇態度
處理曾志健事件，表明不會開除其學籍「與他一
起並肩同行」，又稱「不同意任何暴力」，卻針
對性地稱「包括警察違規越權」。有該校學生
稱，近日「多咗人喺小息時叫口號」，校方則
「尊重」學生表達訴求。

培正生染「黑」華仁生吸「獨」
除何傳耀中學外，其他學校便服日亦被黑衣騎

劫。何文田培正中學昨晨有部分人穿黑衣戴黑口
罩回校，有學生在校門前突然大叫「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口號；香港華仁書院亦有數十名學生
穿黑衣回校，主要為高年級學生，部分人戴上口
罩，並於小息時在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的「獨」口號。聖保羅書院雖於早前決定將便服
日延期，但有數十名學生穿校服返校後，小息時
在操場聚集，並在校服外加穿黑衣，更揮舞「光
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獨」旗幟。
不少網民對政治入校學生被洗腦慨嘆，

「Tsui Dick」擔心如此下去，「好快演變成批
鬥老師校長，亂塗鴉，走堂玩人鍊（鏈）。」
「Sisi Lee」則認為何傳耀中學的情況，「同啲
老師一定有關。仲話荃灣band 1，唉！」

何傳耀中學「黑化」便服日變洗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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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會昨日下午5時半在中大邵逸夫
堂舉行，副校長吳樹培及吳基培均

有陪同出席，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
峯任主持。現場約600名師生及校友出
席，提問以抽選形式進行。段崇智在會
上首先發言，迅即被人大叫「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所打斷。在發言期間，他的
說話多次被激進學生打斷，包括有人大
叫「港獨」口號，有人更以「段狗可
恥」、「×你老×」、「你唔好諗住走
啊」等惡言威嚇挑釁。有人扮狗大聲
「汪」叫，更有人持續用鐳射筆照射段
的臉部。

爆粗扮狗吠打斷發言
段崇智一度忍無可忍：「希望你唔好
用綠色laser好唔好？」他提醒學生言論
自由是有尺寸，大學本身有「民主牆」
供學生表達意見，但如涉及粗言或人身
攻擊，或以隨處塗鴉方式表達，大學理
應清除。李立峯亦多次提醒學生應注意
用語，呼籲大家尊重校長發言。
在提問期間，不少學生及「校友」刻

意戴口罩發言，部分人的「提問」極盡
挑釁，有人稱段「坐姿唔尊重人」，有
人則謂「不會稱他為校長，因這是中大
『恥辱』」，明顯欠缺基本尊重。

校友提意見被咒去死
一名年長校友發言時強調，中大校訓

是「博文約禮」，「在追求文化學術的
同時，更要培養懂禮守法，建立做人方
法。」有人即高叫指稱他是「演員」。
該年長校友續指，中大近月多次發生

損害校譽事件，「塗污設施、惡言侮辱
校長，我認為這跟校訓背道而馳，很是
心痛。」此言一出，即有部分人鼓譟，
有人更高聲咒罵：「咁你咪去死囉！」
該年長校友頂着無賴學生指罵，苦口

婆心奉勸道：「對政治有批評無可厚
非，但更應認識和尊重國家，了解香港
發展的歷史同關係。」他並期望學生可
尊師重道，明辨是非，珍惜前途，「破
壞法紀要負上刑責，不要在校園內外作
不應該的事。」
有內地女生在發言時則指，大學有不

同聲音，非本地生也有訴求，希望校方
多聆聽不同群體。「我想對本地學生
說，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
上，所以首先要有法治，沒有規矩不成
方圓，希望本地生可以尊重我的言論自
由。」
不過，部分涉暴學生聞言又再鼓譟，

不斷以粗言穢語大聲叫囂以掩蓋女生發
言。段崇智隨即表示：「我強烈促請大
家容許他人發言（I strongly urge all of
you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該女
生亦感嘆道，「我沒有看到本地學生對
其他不同群體學生的尊重，希望大家在
呼籲自己民主和自由的同時，也能尊重
別人的自由。」
該女生續表示，身邊有內地生朋友遭

受網上或言語暴力，一些同學的心理狀
況更面臨崩潰邊緣，「如果我現在內心
不夠堅強，我可能會非常害怕，面對如
此多的嗆聲。」

段促尊重他人發言自由
段崇智則強調，會盡力而為，嚴肅處

理，但亦坦言這是難題，「譬如妳現在
問問題都如此困難。」
該女生最後頂着壓力，堅持對激進學

生說做事不能毫無底線，「你們總說是
別人的錯，可有沒有想過，恰恰是自己
在破壞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
原定兩小時的見面會額外延長一個小

時，段崇智表示會在資料搜集後發聲明
詳盡回應學生意見。不過，會後有人仍
聲稱不滿，一度發起圍堵，阻止段的座
駕離開，前後擾攘逾一小時後，段其後
返回會場，由校方安排房間與個別聲稱
有需要的學生單獨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為聽取學生及校友意見，中文大學

校長段崇智昨日出席見面會。大批涉暴學生卻視之為批鬥大會，多

次打斷其發言，更以鐳射筆照射其臉部，現場還多次有人高叫「段

狗可恥」、「×你老×」等惡言辱罵挑釁。有年長校友心疼校園遭塗

鴉破壞、校長被學生惡言侮辱，提醒學生「博文約禮」，竟遭人咒罵

「去死」；當有內地生奉勸學生「做事不能毫無底線」時，即換來震耳欲

聾的高聲威嚇。面對如斯言語暴力場面，段崇智感嘆如今「（不同意

見者）問個問題都如此困難」，並強調言論自由有其界線，呼籲學生

應尊重他人發言。會後，涉暴學生發起圍堵，場面一度混亂。

鐳射照眼 圍校長阻離開

座駕被圍

校友被咒去死

內地生被恐嚇

侵擾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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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儀式神聖、莊嚴，在風
雨飄搖的今天，卻被暴徒加以
戲謔。網上昨日流傳一段影
片，兩名穿着黑衣暴徒裝束的
疑似中文大學學生，在月夜下

舉行一場「升黑旗」鬧劇，更邊升旗邊播放「獨」
歌，煞有介事的模樣，被一眾網民瘋狂恥笑。
網上流傳的該段影片攝於中大校園內陳震夏

館附近。影片顯示，兩名黑衣蒙面人在黑夜中
戴上頭盔眼罩，在只有微弱街燈及拍攝者打燈
照明下，以「標準」暴徒裝束進行「升旗禮」。其
中一人手持相信寫上「光復香港」的黑色旗幟。
兩人以步操走到陳震夏館對開旗杆下，其間更
煞有介事地叫着「Left，right，left」。
兩人跨過路邊圍欄，在旗杆下擾攘一段時

間，始成功掛上黑旗。在「升旗」期間，更有
人播放「獨」歌《願榮光歸香港》，大模廝樣
鼓吹「港獨」。最後，有畫外音高叫「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六大訴求、缺一不可」等
口號，「港獨」意圖呼之欲出。

網民恥笑「唔見得光」
暴徒的舉動滑稽可笑，被大批網民大力恥

笑。「崔伍」指，「幾年後佢地（哋）自己睇
返條片都會覺得on×（戇×）。」「Kaitlyn
Patel」言簡意賅地說，「未食藥。」「Choi
WK」則以早前有人在馬鞍山一商場「宣佈成
立臨時政府」一事揶揄道：「所以『首都』到
底在馬鞍山，沙田（中大），黃大仙還是太
古？太多說法了，表示好迷茫。」
有網民則認真討論片中黑衣人的行為。

「Fatoil Hun」指，「黑夜配合黑衣，因為唔
見得光！」「Lee Cecilia」反問，「升旗禮唔
係要光光明明正正大大嗎？！只因是黑色…沒
出色（息）的。」
香港文匯報昨日就此向中大查詢，中大發言

人表示，中大善衡書院職員於昨晨大約6時半
到達陳震夏館對出旗杆位置，但沒有發現網上
短片所見的黑旗，相信已被人移除。對有人擅
自於旗杆位置掛旗，書院表示非常關注，正跟

進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兩黑衣竄中大
扯黑旗播「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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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與黑衣青年對話上次與黑衣青年對話，，段崇段崇
智遭撒溪錢侮辱智遭撒溪錢侮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