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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校監 香江傳奇
──訪香港樹仁大學校監兼校長胡鴻烈大律師記
教育科技部 陳恒
新春伊始，非常高興陪同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院士到訪香港樹仁大學，向校監兼校長、大紫荊
勳賢胡鴻烈大律師致送新春祝福。胡校監 1920 年
1 月 20 日出生於浙江紹興，正滿百歲。他一定是
當今世上最年長的大學校監兼校長，任期近五十
年，真是杏壇傳奇！
聽說有客人到訪，胡校監非常高興，一早就在
學校圖書館會客室等待。他穿着正裝，繫好領
帶，圍上圍巾，神情怡然，風度自在。譚院士如
約而至，一落座就風趣地說：「老壽星，我知道
您是浙江人，您的夫人是湖南人，我今天還帶來
了浙江和湖南的同事祝您新春快樂！祝您百歲生
日快樂！祝您健康長壽！」只見老壽星目光閃
亮，會心地點頭微笑，以感謝中聯辦領導來看
望。胡校監的秘書說，校監聽力不是太好，但眼
力很不錯，不用戴眼鏡也能看報，每天都會到圖
書館了解一些新資訊。在座無不稱奇。
胡鴻烈校監和他的已故夫人鍾期榮博士的傳奇
故事，在香港早已家喻戶曉。這對神仙眷侶的人
生奮鬥歷程，他們為香港所做的貢獻，他們的創
業精神與家國情懷，是香港的驕傲，也是中國的
驕傲。
他的學業與專業出類拔萃，是一位傳奇的學人
與專業人士。胡校監幼時家境清貧，9 歲上學，只
用了兩年半時間就讀完小學課程，直接參加浙江
省升中考試，在三萬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之後

順利入讀中央政治大學法學系。令人驚奇的是，
他大學畢業參加全國高等文官考試，取得外交組
第一名佳績；更為傳奇的是他在國家文官培訓
時，邂逅了司法組第一名湖南籍考生鍾期榮女
士。他們兩人一見鍾情，於 1945 年成婚，同年到
蘇聯展開外交官生涯。1949 年胡校監原有的外交
官身份終止，他便與妻子到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國
際法及國際事務，於 1952 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兩年後考取了訴訟律師資格在香港開始其大律師
職業。在上世紀 50 年代，他是香港 10 名大律師之
一，也是目前最資深的大律師。他精研中國近現
代法律，是《大清律例》的學術權威，成功推動
了香港於1971年確立中國新式婚姻制度。
他與夫人共同創辦了全港第一間私立大學，是
一對傳奇的創業者。1970 年代，這對年已半百的
夫婦懷着「要對青年和國家有交代」的強烈使命
感，於 1971 年 7 月利用 70 萬港元積蓄創辦了樹仁
學院。在開學典禮上，胡校監說：「目睹本港青
年有志深造而失學者日眾，心中不安，覺得應給
予上進的機會。」 鍾期榮博士作為校長感言：
「在香港，私人辦學原非易事，辦大專更是困難
多多，為什麼要自討苦吃辦出這個『樹仁』來？
因為我倆均受中華文化薰陶，都是一介書生，都
有一腔熱血，憂時憂國，咸信興教育，振人文，
乃大丈夫應有之作為。」他夫婦創辦「樹仁」，
不是為了牟利，而是為了樹人，就是為了要發揚
中國文化，在道德修養上勝人一籌。胡校監教育

學生首要一條是「我們應當愛中國，因為我們是
中國人！」夫妻倆確定「樹仁」的校訓是「敦仁
博物」，「敦仁」是指做人的態度要積極，要學
會幫助人家；「博物」是指做學問不能馬虎。夫
婦倆節衣縮食，把全部積蓄「倒」在「樹仁」
上，為樹仁投入數億港元。鍾期榮博士治校事必
躬親，付出心血最多。她對學生要求嚴格，經常
親自點名，不准遲到曠課，必須尊敬老師，而對
待教師職員則如同自家親人，感召了二百餘名教
師同心同德服務樹仁。2006 年樹仁獲批升格大
學，很多人告訴胡校監「樹仁現已經成為香港高
校中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胡校監興奮地說，
「我們的教育理想終於實現了！」 樹仁大學即將
迎來建校五十周年，胡鴻烈伉儷為此付出了半個
世紀的心血，令人無比讚歎。胡校監曾說：雖然
他夫人已過世，他們一起用艱辛努力打拚了 70 餘
年，創建了樹仁大學，她已經是他生命的一部
分，好像從未曾離開過。
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毅行者，是一位傳奇的愛
國愛港愛鄉楷模。胡校監熱愛祖國的表現令人動
容，據說他為了要保留中國國籍，放棄考取事務
律師資格而考取訴訟律師資格，因為當時在香港
擔任事務律師是必須為英國國籍的，收入普遍較
訴訟律師的為高。1964 年，胡校監競選立法局議
員，他以「提倡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為政綱之
一，他認為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香港是
中國人的社會，應該用中文。1979 年，他獲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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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國慶 30 周年紀念，獲鄧小平會見，是第一位到
內地的香港立法局議員。1987 年，他獲委任為第
六屆的全國政協委員，之後連續兩屆獲委任為政
協常委。他關心祖國和家鄉的各項建設事業，推
動香港與內地的教育文化合作與交流。樹仁大學
是本港第一間與內地高校開展合作交流的大學。
他支持家鄉興辦教育，在浙江紹興一中、紹興文
理學院、紹興職教中心設立了專項獎學金。
正如《感動中國》組委會授予胡校監夫婦的頒
獎詞：獅子山下的愚公，香江邊上的夫子。賢者
伉儷，本可錦衣玉食，卻偏偏散盡家產，一生奔
波。為了學生，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
做。我們相信教育能改變社會，而他們為教育做
出了楷模。離別時，我們祝福胡校監健康快樂！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黑魔又搞東鐵 大埔墟放詐彈
累列車服務受阻 3 句鐘 警批襲擊類近恐怖主義行為

黑色暴恐分子借全城抗疫，製造混亂愈加猖獗，昨晨又在東鐵大埔墟站路軌旁放置「詐彈」，令
列車服務受阻 3 小時，這是一個月內第 15 宗炸彈嚇詐案，而 11 天內已發生 4 宗土製炸彈案，近日暴
恐分子「夜貓式」縱火及向警署投擲汽油彈的襲擊也變本加厲。警方指出，炸彈狂徒利用社交平台
發預告、宣命題及認責任，是類近恐怖主義的行為，其要挾「罷工」、「全面封關」的要求實乃假
命題，目的只是逞暴宣暴。警方呼籲市民，一旦發生可疑物品不要掉以輕心，要即時遠離及報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10 分，港鐵東鐵線大埔墟
昨站晨 84 時號月台（往紅磡方向）近車

尾位置對開路軌旁，有一個可疑鞋
盒，職員車務控制中心發現報警，警
方新界北衝鋒隊、鐵路警區及大埔警
區警員以及消防員趕至，將現場封鎖
及疏散車站人士，並通知爆炸品處理
課人員帶同拆彈機械人到場處理。
早上 9 時 30 分，爆炸品處理課人員
引爆可疑物品，確定可疑物品不是爆
炸品。警方相信有人將紙盒外表用皺
紋膠紙及牛皮膠紙包裹扮作炸彈，雖
無恐嚇字句，但相信有人故意引起公
眾恐慌，將案件列作炸彈案處理。

4 天兩放彈 羅湖曾爆土彈
受事件影響，大埔墟站暫時關閉，
來往大學至太和站服務暫停，南北行

列車只能使用大埔墟站 1 號月台上落
客。至上午 11 時，警方完成調查及港
鐵進行檢查後，東鐵線服務回復正
常。這是東鐵線在 4 天內第二度受炸彈
威脅，狂徒 2 月 2 日在羅湖站列車上放
置土製炸彈，一度爆炸冒煙，幸無人
受傷，有暴恐組織在社交平台承認責
任。對於接連在港鐵範圍發現可疑物
品，港鐵公司譴責這些會危及乘客及
員工安全或影響其他乘客的行為。
過去兩周，黑衣魔在全港各區縱
火、引爆土製炸彈及放置可疑物品，
前晚警方更接獲多宗虛報炸彈案件，
有人也在社交媒體揚言會在晚上於全
港不同地區引爆炸彈。警方有組織罪
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昨
日表示，近日雖然街上的暴徒數量看
似減少，但部分改以「野貓式」襲

擊，包括掟汽油彈、縱火或放置土製
炸彈等，攻擊目標多為人流多的地方
及交通樞紐，如警署、公屋、醫院或
車站等。李表示，過去3個月已接獲16
宗炸彈案，部分由「O記」跟進，單計
最近一個月，已有 4 宗炸彈案及 15 宗
炸彈嚇詐案。

暴徒網投揀炸彈放置地
李桂華指，近日暴徒放炸彈，多在
社交平台發出預告，又提出例如「全
面封關」或「罷工」等命題，甚至搞
網上投票揀炸彈放置地點，然後在網
上承認責任，再預告或暗示下一個攻
擊目標，這種模式近似恐怖主義，有
人以「假命題」或提出要求，惟只為
發洩個人情緒，他擔心青年人受網上
言論影響而進行違法活動。

涉縱火掟彈襲警署 6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疫情越緊張，黑暴越
猖狂，連續多日在各區縱火和掟汽油彈襲擊警署。警方
前晚在油麻地街頭及一間酒店拘捕 5 人，揭黑衣魔租酒
店房製造及儲存汽油彈、鏹水彈。另警方追緝上周三向
葵涌警署投擲汽油彈的黑衣人，前晚在一工廠大廈劏房
破獲汽油彈工場，檢獲 11 枚汽油彈及一批原材料，拘捕
一名17歲青年，正緝捕另外兩名在逃同黨。
前晚10時30分，黑衣魔在油麻地多處地方快閃堵路破
壞，兩名隸屬油尖警區的休班警員步經彌敦道與甘肅街
交界，目睹4男1女蒙面黑衣人用雜物堵路及投擲汽油彈
縱火，遂採取拘捕行動，經一輪追逐，將其中一名姓陳
（23 歲）男子被拘捕。署理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 (刑事)
葉秀蘭表示，被捕男子供稱與其他涉案者早前租用油麻
地一間酒店房間，探員遂在昨日凌晨 2 時許突擊搜查酒
店房間，以涉嫌縱火、藏有攻擊性武器和盜竊拘捕 3 男 1
女（16 歲至 26 歲），檢獲兩把鐵鎚、一支士巴拿、一把
剪鉗、10 個載有可疑易燃液體的玻璃樽、兩支白電油、
兩個石油氣罐、一支連接石油氣罐的噴火槍和一支鏹水
等，由油尖警區重案組第二隊繼續調查。
前晚 11 時許，警方葵青警區重案組探員掩至葵青區一
工廠大廈外埋伏，拘捕一名 17 歲青年後，再將其押回該
大廈一個分租單位搜查，揭發上址為一個製造汽油彈的
工場，檢獲多達 11 支汽油彈和一批原材料，另有一支白
電油、兩支通渠水、3個玻璃樽及1支噴漆等。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引爆紙盒後，證實內無炸
藥。

■警方在油麻地一酒店房間檢獲鐵鎚、石油氣罐及一批
載有易燃液體的玻璃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葵青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姚永勤指，被捕青年姓陳、
17 歲，報稱是運輸工人，調查顯示他在上周三（1 月 29
日）晚上 8 時許，夥同另外兩名男同黨向葵涌警署投擲 3
枚汽油彈。警方事後翻看大量閉路電視終於鎖定疑犯身
份，案件現列作縱火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跟進。
姚永勤續指，無論是汽油彈或炸彈，在處理、製造及
運輸的過程中，都會對公眾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以本案
為例，在單位內藏有汽油彈和製造汽油彈的原材料，一
旦釀成火警，造成的傷亡可以非常嚴重。

■詐彈放在月台近車尾的路軌旁。

■大埔墟站被迫暫時關閉。

多區縱火堵路添亂 警拘 10 男 5 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黑衣魔不顧疫情嚴峻，製造所謂
「五區開花」添煩增亂，由前晚至
昨凌晨短短數小時，全港多區發生
縱火案，美孚、屯門及天水圍淪
「重災區」，相繼有傷殘廁所、港
鐵站、輕鐵站及巴士站等公共設施
被縱火，警方在天水圍驅散行動
中，拘捕15名青年男女。
前晚 10 時 47 分，一名女子發現
荔枝角公園近荔灣道的傷殘廁所內
冒煙起火，於是報警；消防員到場
將火救熄，發現馬桶嚴重碎裂燒
毀，不排除曾經發生爆炸，轉交警
方跟進。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視，

發現殘廁內有大量炭，相信有人將
炭放入馬桶上縱火，令馬桶爆裂，
至 10 時 54 分，約百米外的港鐵美
孚站B出口近萬事達廣場後巷，有
大量雜物突然起火，火場面積約 4
米乘 4 米，不斷冒出火光及濃煙；
消防員趕至將火救熄，初步疑有人
使用助燃劑縱火，因兩案發生時間
及地點非常接近，警方相信是同一
班人縱火。

輕鐵站堵路 再破壞設施
另外，黑衣魔前晚於天水圍輕
鐵樂湖站及天瑞站堵路破壞，在
月台縱火、噴漆塗鴉、破壞閉路

電視及電掣等，更將大型雜物投
擲落路軌及馬路堵路，防暴警施
放胡椒噴霧、催淚彈及橡膠子彈
制止，至昨凌晨約 2 時，警方共拘
捕 10 男 5 女(15 歲至 19 歲)，分別涉
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刑事
毀壞、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非
法集結罪名。
昨凌晨近 2 時，屯門屯順街 1 號
巴士站休息室亦遭黑衣魔縱火，途
人見狀報警，黑衣魔乘亂逃去；
消防員趕至將火救熄，休息室外
牆嚴重熏黑，警員檢獲一個卡式
燃氣罐及 4 個打火機，案件交屯門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港暫停越南廣寧禽蛋進口
香港文匯報訊 食物環境衛生
署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宣佈，因應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報指越南廣
寧 省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H5N6 禽 流
感，中心即時指示業界暫停從該
省進口禽肉及禽類產品（包括禽

蛋），以保障本港公眾健康。
中心發言人說，香港目前與越
南只建立禽蛋進口機制，並無禽
肉進口機制。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去年
本 港 從 越 南 進 口 約 97 萬 隻 禽

蛋。
發言人說：「中心已就事件聯
絡越南當局，並會繼續密切留意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發出關於爆發
禽流感的消息，因應當地疫情發
展，採取適當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