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氹學生圖「甩身」段崇智入錯行？
梁振英批「縮骨」只為個人解脫 質疑干預獨立檢控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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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煽暴派
政客教協葉建源等人成立的「港大校友關
注組」，意圖干預港大的院校自主及運
作。港大畢業生議會昨日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就「要求校監林鄭月娥辭任校監一職」
及「校方管理層應支援因參與反修例運動
而受傷或被捕的港大學生」兩項議案討論
和投票，僅約3,000名校友參與投票，最
終動議通過。多位港大校友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首是按法律安排成
為大學校監，相關結果沒有認受性，並批
評：「既然有言論自由去動議誰下台不做
校監，為什麼不公道點，動議示威時不要
使用暴力？」
煽暴派過去4個月來搞到香港烏煙瘴氣

但仍不停手，其中將政治帶入校園的罪魁
禍首之一的葉建源，早前在港大畢業生議
會提出兩項動議，昨日則就「要求校監林
鄭月娥辭任校監一職」及「校方管理層應
支援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而受傷或被捕的港
大學生」兩項議案討論和投票，想方設法
讓校園被政治騎劫。
不過，根據《香港大學條例》，列明校

監「為大學的首席主管人員」，並由行政
長官出任，所以即使港大畢業生議會通過
議案，也無法改變這安排。

何漢權：何不動議勿暴力示威？
身為港大校友的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

表示，特首應繼續留在校監的崗位上承擔
責任。他說，特首已經回應了示威者的訴
求，事實上亦都確實地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草案，而且現在很有誠意地加強對
話，努力做事，「只是反對派一直搗亂搞
事」，令社會無法恢復平靜。
他又批評港大畢業生議會，「既然有言

論自由去動議誰下台不做校監，為什麼不
公道點，動議示威時不要使用暴力？」
同為港大校友、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

民炳亦指，特首成為大學校監是按法律安
排，不能被所謂的「港大畢業生議會」所
左右，並認為特首是政府領導級官員，所
以由特首擔任校監，可以提升大學的地
位、大學與政府的關係及了解。

蔡素玉：「議會」非合適討論平台
港大校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回

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在畢業生議會討論相
關事宜不是一個合適的平台，「這是一些
超越了港大的事情。」

校方：仔細研議案內容
港大校方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指，會仔

細研究有關議案內容，並與畢業生議會討
論如何跟進。就動議通過要求校方管理層
支援受傷或被捕學生，港大回應稱，已跟
多名涉事學生保持聯絡，亦尊重部分學生
選擇不想公開他們的資料。
港大發言人稱，大學中央管理小組包

括校長張翔，已聯絡及會見了部分學生
和他們家人，了解他們的困擾及期望，
校方會繼續協助有需要的學生，確保他
們有法律支援，以及情緒上等各方面的
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政治
入侵校園的問題日趨嚴重，「黃師」對
學生進行政治「洗腦」的行為無孔不
入。近日，網上流傳一張內容為某中學
校內教材的圖片，其中竟將「港獨」分
子、「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奉為
「中華傳統美德名人」。多名教育界人
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對
這一教材的設計感到匪夷所思，認為不
僅是對中華文化的極大扭曲，更對學生
造成惡劣影響，希望教育局增強對教材
的監管。
「通傳媒」facebook專頁日前上載一
張來自香港新聞網的圖片，內容涉及香
港一間中學的教材。其中，在「中華傳
統美德格言及名人系列」中，竟將黃之
鋒當成示範人物，並稱讚其組織「反國
民教育」示威遊行，表現出「過人的口
才和應對」、「獲市民大讚」、「備受
矚目」云云。
教材中更將黃之鋒煽動人「包圍政府總
部」、違法「佔中」等劣行，當成其之所
以被奉為「中華傳統美德名人」的論據，
行文間更不乏抹黑中央政府的言論。

何漢權：立足點不成立說不通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批評，該中學以黃
之鋒為「中華傳統美德名人」的示例，

完全是對中華文化的極大扭曲。他
表示，作為一個要與中華文化沾上
關係的教材人物，必須要強調「中
華」二字，但黃之鋒明顯沒有把
「中華」二字珍而重之，更反對中
國國民教育、去美國尋求政治支援
打壓中國，所謂「中華傳統美德」
的立足點根本不成立更說不通。
「中華文化點會去強調要包圍警

署、破壞法紀、脫離中國？」他揶
揄道：「如果把黃之鋒作為一個負
面人物、反面教材，我反而可以接
受。」

張民炳：「黃師」誤導莘莘學子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質

疑，黃之鋒經常上街遊行示威聲稱
要「抗爭」，更去到美國各地「唱
衰」香港，不可能是中華傳統美德
的正面人物。對某些學校的內部教
材出現問題，他希望教育局要去監
管，不能讓「黃師」以偏頗政治訊息誤
導莘莘學子。
該問題教材亦引起網友熱議。

「Chong Fu」揶揄教材編寫者，「點解
唔講埋佢（黃之鋒）讀到中五，唔夠分
入大學，做過議員助理，跟住到佔中時
期，因為藐視法庭而坐監？」

「Patrick Kong」則慨嘆：「原來現
代教育美德就係夠無恥」為香港教育界
這一現象感到痛心。」
「Michelle C」則直言：「啲教材冇

審查嘅咩？甘（咁）嘅人渣都可以係示
範人物，唔怪之班學生當佢（黃之鋒）
係神甘（咁），香港教育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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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黃之鋒「美德名人」教材扭曲華文化

■某中學校內教材圖片，竟將黃之鋒奉為
「中華傳統美德名人」。 網上圖片

梁振英在公開信中批評段崇智的所
作所為，只是為了個人的解脫，

是「縮骨」、「甩身」之舉。他認
為，各大學的部分學生、校友和教職
員以及行動的主事者，通過壓迫校長
表態支持「五大訴求」並譴責警方，
來將違法行為反黑為白，在校園內外
確立「運動」的「正當性」，鼓動更
多學生以違法甚至暴力行為和香港攬
炒。「你的公開信太多言不由衷，太
多委屈。」
他質疑段崇智在公開信中稱「各方都
期望大學憑藉其公信力、影響力，讓有
關事件及受影響同學得到最公平的處
理」，「任何人在香港被捕，後續的檢
控和審判都有獨立的機制和程序，你的

意思不是用大學的『公信力、影響力』
干預獨立的檢控和審判吧？」

質問有否了解學生被捕前行為
針對段崇智稱「我們自上周五起，

立即逐一再聯絡被捕的逾30位同學，
詳細了解他們在被捕後遇到的種種情
況」，梁振英質問段崇智和大學管理
層有沒有同時了解一下這些學生在被
捕前的行為，「他們有沒有掟磚？有
沒有放火？有沒有掟汽油彈？有沒有
破壞地鐵站？有沒有襲擊警察？有沒
有毀壞大中小型企業的商店財物？有
沒有煽惑他人？如果你不知道，你有
沒有責任同樣了解一下？如果你知
道，你會報警嗎？」

他質問，段崇智在公開信中要求「行
政長官考慮針對現時大學已掌握初步資
料的約20宗個案，在現有機制以外作出
嚴正跟進」，「為什麼要在『機制以
外』？是因為被捕人士是中大學生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大學生比其他人
更為平等嗎？」
梁振英又提到段崇智在10月10日和學

生的公開會議上，批評有人破壞和塗鴉
校園，並拒絕在無證據的情況下「譴責
警方暴力」而公開被學生粗言辱罵，但
在其後與部分學生閉門會面後即轉軚，
發表了是次的公開信。

段崇智徹底「打倒昨日的我」
梁振英直言，已預料到段崇智會轉

軚，但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打倒昨日的
我」打得如此徹底，在前日發表的公開
信中更沒有半句批評學生的惡劣行徑，
如學生在公開會面時的囂張粗鄙、跳上
枱面向他撒溪錢等。
梁振英認為，最能夠保護中大學生的
「是他們本人」，「一如黎智英等『政
治運動領袖』的子女知道如何保護自
己，不受人唆擺，不被捕、不受傷、不
入獄一樣，這些有為的青年人因此都不
需要任何校長保護。」
他並形容，近年香港的大學學生會

都是玩政治的，其中還有無恥無敵的
高手，但不是每個大學校長都是懂政
治的，「段校長，你有沒有入錯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前日發表公

開信，在僅聽信被捕學生片面指

控下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爭取

「在機制外嚴正跟進」，又稱警

員若涉暴「經查證後」須予以譴

責，但就隻字不提被捕學生的違

法暴力行為，被質疑為討好涉暴

學生而「跪低」。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昨日發表致段崇智的公

開信，批評對方的所作所為只是

為了個人的解脫，是「縮骨」、

「甩身」，並質疑段崇智要求被

捕者在「機制以外」作出「嚴正

跟進」，到底是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前，中大學生比其他人更平

等，還是要用大學的「公信力、

影響力」干預獨立的檢控和審

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中大
校長段崇智前日發表公開信指，希望特
首林鄭月娥能在現有機制以外「嚴正跟
進」有中大學生被警方「暴力對待」的
個案。林鄭月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希望段崇智鼓勵學生用現有機制進
行投訴、協助學生尋求真相，「不打算
找警察，另外的機制在哪裡？」
林鄭月娥在電台訪問中表示，理解

段校長愛護學生的心情，但愛護學生
就應尋求真相，應讓當事人說出所掌
握的事實，作為證據交由現有機制處
理，讓現有機制聆聽和繼續搜證的機

會。
她強調，日後自己管治的3個原則，

分別是堅持「一國兩制」、法治和維護
機制或機構，支持警隊嚴正執法亦是堅
持以現有的機構執法，「如果在街上被
搶劫，不打算找警察、不打算打999，
那另外的機制在哪裡？我該找誰幫你解
決這問題？」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支持警隊執法，

而非「盲撐」每個警員的所有行動，但
如果大家不信任，甚至完全不接受現有
制度或機構，則尋求真相的難度就會很
高。

特首：應鼓勵學生用現行機制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大校長段崇智聽取涉嫌參
與違法活動而被捕學生的一面之詞，發出公開
信指控警方，被批評是向暴徒「跪低」。一名
家長近日去信段崇智，批評他不但沒有讓入世
未深的年輕人遵紀守法，更連明辨是非能力也
缺乏。「學生清楚顯示參予了非法活動。我看
不到你負責任地教導。在這批人士的壓力下，
你的學者『風骨』去了哪？你太令作為家長的
我們失望！絕對的失望！枉把小孩交託於
你！」
一名署名為「痛心的家長」者在信中開首
直言，不會用「尊敬的段校長」來稱呼段崇
智，「因為你完全不配作為一個國際級學府

的校長。」
他在信中引用中大校訓「博文約禮」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也就是『廣泛學習、 遵紀守
法，就不會誤入歧途！』你到底不懂？還
是不知道？」

批段崇智缺明辨是非能力
他續指，作為家長，付學費不是最重要，
但絕對是把自己心愛的小孩交託於你，希望
他學到專科知識以外，還有校訓要求的做人
道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你不但沒有
讓入世未深的年輕人按照校訓做好應該做人

的基本要求，你自己本身甚至明辨是非能力
也缺乏！」
該家長批評段崇智憑片面之言，向特首發

出要求調查警方的公開信，「這樣低級的錯
誤，在學術界也不容許！什麼是謹慎考證才
可作判斷？學生清楚顯示參予了非法活動。
我看不到你負責任地教導。在這批人的壓力
下，你的學者『風骨』去了哪？你太令作為
家長的我們失望！絕對的失望！枉把小孩交
託於你！」
他最後道：「無言以對！淚已干（乾）！只
餘恨！非常的無奈！……著名學府已死，不再
推薦任何的捐助！」

家長失望：枉把小孩交託於你！

■梁振英批評段崇智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個人的解
脫，是「縮骨」、「甩身」。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