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仇恨歧視本應是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

但對於部分黑暴「上腦」的香港大學生來說，卻

已經毫無底線，甚至以鼓動仇恨歧視自high。

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近日涉盜取大學官方拍

攝的迎新影片，更肆意改動內容，以所謂「平行

世界的港大」為藉口，製作成公然鼓吹欺凌及仇

恨內地生的版本。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在片中指

稱內地生是「間諜」，更誣衊校方傳統為「恐

嚇、極端民族主義、獨裁」。港大校方昨日明確

譴責此等惡行，並強調仇恨、欺凌和偏執言論決

不能偽裝成「言論自由」，認為片段製作人「欠

港大社群一個道歉」。

港大學生會煽仇視內地生
校園電視誣校方傳統是獨裁 張翔與多名副校聲明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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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暴文宣
繼續消費「8．31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
謠言，煽惑市民在本周一（8月31日）到
旺角一帶犯聚，滋事分子深宵始被警方驅
散，但不久後毗鄰旺角的城市大學發生一
宗不尋常的昏迷案件，一名女生被發現在
該校學生會會址內酩酊大醉，在場其餘七
名男生也醉醺醺，地上遺留大量空酒樽。
八人部分是學生會成員，不排除有人參與
非法集會後，擅自闖入校園飲酒胡天胡
地。城大發言人接受查詢時表示，會根據
保安人員的的巡查記錄等進一步了解事
件，如有需要，會按既定機制處理違反學
生行為守則的個案。
事發於本周二凌晨4時許，警方接報有

人在城大中國銀行大樓6樓昏迷，約20分
鐘後，警車、消防車及救護車到場，在單
位內發現年介18歲至22歲的七男一女醉醺
醺，地上遺留大量空的酒樽，唯一的女學
生醉至不省人事，被送入院治療。
據了解，上址是學生會會址，該會屬會

及城市廣播也設於附近單位，涉事八人部
分是學生會或屬會成員。加上前一晚即8
月31日，有市民被黑暴文宣所鼓動，到旺
角一帶「紀念8．31事件」，不排除有人
參與太子非法集會後，擅自闖入校園隊
酒。
城大發言人接受查詢時承認，日前再有幾

名男女學生，擅自從夜晚至接近清晨時分，
在學生會、城市廣播等校園活動室範圍內逗
留。其間，有人因醉酒不省人事，甚至須由
同行的學生在半夜報警，尋求警察進入校園
協助。發言人說：「大學是求學問的地方，
我們關心學生，強烈呼籲學生社團人員應自
愛及遵守學生守則，顧己及人，維護校園秩
序、安全及大學聲譽。」

城大：依機制處理個案
城大對再次發生學生涉嫌嚴重違規的事件

感到遺憾及失望，會根據保安人員的巡查記
錄等進一步了解事件，如有需要，會按既定
機制處理違反學生行為守則的個案。

8．31夜闖城大隊酒
7男1女學生會斷片

法醫馬宣立：未見明顯致死原因
15 歲 女

生陳彥霖
去年9月被
發現浮屍
油塘海面

的案件，死因研訊昨進入第八日。香港大學
醫學院病理學系副教授兼資深法醫馬宣立以
專家證人身份作供，指死者陰道沒有精液也
無傷痕，沒正面證據證明她曾遭性侵，肝臟
等樣本亦無證據有吸入過毒氣。由於解剖學
上無證據證明到任何明顯致死原因，故此結
論是死因不確定。

兩肺積水差異大「稍為古怪」
馬宣立是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為死因庭撰
寫專家報告，聲稱死者若是遇溺而死，遺體
的口及鼻會吐出白沫、肺部充水變重、出現
水性肺氣腫，兩邊肺部的充水量會接近，胃
部亦會有水，但陳彥霖的遺體被發現時已經
腐爛，沒有明顯出現上述的特點，而遺體兩
邊肺部的積水分別是50毫升及550毫升，相
差500毫升，胃部則只得10毫升液體，又沒
有常見的肺水腫，情況「稍為古怪」及「無
法解釋」。
他續稱，若確實是溺斃，會在死者的骨髓
及腎臟等內臟找到遇溺水域的矽藻生物，又
稱人若落水時還有心跳及血液循環，就會吸
入水中的矽藻，由此可知道是落水前死亡還

是落水後才死，但也要對比及確定死者體內
的矽藻是否與水中的藻類一致。香港以往也
做過矽藻對比，可惜效果不理想，加上欠缺
普及矽藻的資料庫可作對比，故在2015年已
完全停止，本個案亦沒做這項測試。
馬宣立認為，就目前資料所知，在陳彥霖

的遺體驗不到傷痕或病變，肺、肝及血液等
樣本化驗亦找不到藥物或毒，遺體被發現時
浸在水中，但又無法肯定是否遇溺而死，故
單憑陳彥霖的遺體，並不能解釋其死因，即
是從解剖學上無證據證明到任何明顯致死原
因。他同意陳彥霖的屍檢報告結論為因屍體
腐化，死因不確定。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問陳彥霖遺體無表面傷

痕，能否排除有人以武器施襲的可能，馬同
意，並指在陳彥霖身上無發現瘀傷，毒理測
試亦呈陰性，但強調測試所涵蓋的毒品及藥
物有限，而「有好多其他方法令到人暈」，
只是目前「科學上」無法證明哪些可能性。
對陳彥霖的遺體被發現時全裸，卻始終無

法解釋原因，對此馬宣立明言感到最「唔安
樂」。他稱，雖然身穿極為寬鬆的衣物有機
會被水沖走，但內衣褲普遍箍緊，屬不容易
鬆脫的衣物。他承認自己並不清楚陳彥霖生
前有否穿內衣，但「始終一個女屍，全身赤
裸而又無法解釋的話，淨係呢樣嘢『疑點已
經好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仰鵬）港澳青少年
憲法基本法深圳研修基地日前在深圳龍崗舉行
第二期研修活動， 二十多名在深香港青年代
表參加培訓。有參與研修的90後女港青表
示，香港國安法是一劑「定心丸」，能讓安分
守己的香港市民更有力量和底氣反抗黑暴。
由深圳海聯會與深圳大學合作打造的全國首

個港澳青少年憲法基本法研修基地於7月15日
揭牌成立，第一期研修班已於8月14日成功舉
辦。基地邀請港澳各界青年團體和深圳各區在
深港澳青年參與研修計劃，開展憲法和基本法
的研習、國家安全教育、社會主義法治成果考
察等一系列研修課程。
本期研修班共分青年創業交流、香港國安法
學習和文體交流三個環節進行。學員先到位於
龍崗萬國城的香港青年企業實地考察，深入交
流香港青年在深創業經驗，隨後進行香港國安
法研修主題座談會。

劉志宏勉增強愛國精神
深圳市龍崗區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劉志宏在

座談會上向學員詳細闡述了香港國安法的背
景、重要意義及作用，並勉勵參加培訓的港青
代表充分發揮表率作用，在港澳地區積極宣傳
憲法、基本法，幫助更多港澳青年正確理解和
支持香港國安法，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積極到深圳創業就業，自覺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郭曉星：識法不走彎路
香港深圳青年總會副主席、香港龍崗青年大
聯盟召集人郭曉星在座談會上，分享了自己見
證港澳青少年憲法基本法深圳研修基地成立並
參與首期研修的學習心得。「無規矩不成方
圓，無制度則無國家。」郭曉星表示，此次研
修培訓班意義非凡，港澳青年應該在法律法規
和制度健全下去創業和工作，有了憲法和基本
法的認識和指引，港澳青年才能在正確道路上
行穩致遠，不走彎路。
參與研修的香港90後女青年張慧敏表示，

對安分守法的市民來說，香港國安法真的是一
劑定心丸。它讓我們更有力量和底氣去反抗黑
色暴力，在國安法實行後香港社會迅速地平定
下來，逐步恢復安穩繁榮。「我們心之所向是
共同的，我們都明白了國安法怎麼維護香港的
穩定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
言）高中通識教科書缺乏監
管，質素良莠不齊，教育局
今年落實「專業諮詢服
務」，讓出版社自願送審並
修正以往的偏頗不當內容，
引起家長廣泛關注。有家長
群組昨日質疑，有送審前的
教科書暗含偏頗政見，包括
涉嫌透過「探究」新興媒體
鼓吹學生參與激進「抗
爭」，又以偏頗漫畫灌輸
「人大釋法影響司法獨立」
的思維，質疑教壞學生。
在一家長群組中，有家長
指《新領域高中通識 今日香
港》2018 年的「重印兼訂
正」版本涉不當偏頗內容，
包括在新興媒體促使港人參
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環節，特
意選取了「全港大罷課」社
交網站截圖，並引導學生進
行「探究」，涉嫌暗示及鼓
吹激進「抗爭」。

在有關香港法治議題，該
書又先入為主，將全國人大
釋法事件，置於「影響司法
獨立的爭議」環節下。相關
內文雖有引述一句「有意見
認為，由人大釋法有助釐清
法例上具爭議的問題」，但
同時以大篇幅的漫畫，展示
「人大釋法」的飛鏢，準備
掟向「司法獨立」巨大氣
球，被質疑有預設偏頗立
場。
此外，書中又借意刊出

「獨人」梁頌恆及游蕙禎的
「大頭」宣傳照等。
群組指，有官立中學亦採

用該書，反映「問題教材太
多，家長擔憂至極」。有網
民慨嘆說：「當年取消歷史
科目，而加入左（咗）通識
科，現在我們看到呢二
（一）代扭曲的價值觀。教
育不能妥協，必須要深思熟
慮，撥亂反正！」

家長憂「黃教材」洗童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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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馬宣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曾任職衞生署法醫逾30年、現任
港大病理學系副教授馬宣立，自去
年6月爆發修例風波以來，不時為一
些似是而非，甚至無中生有的仇警
謠言，包括謠傳新屋嶺有警員強姦

被捕者、陳彥霖浮屍海面案，以其「專業知識」作
出分析，更就新屋嶺謠言呼籲所謂的「受害人」應
主動求助，稱愈多人求助，相關機構便愈能肯定犯
案軌跡，惟最終都無「受害人」現身。
去年10月中，即發現陳彥霖赤裸遺體不足一

個月，案件仍未作出全部調查之時，馬已在接受
網媒《眾新聞》訪問中稱，「其實除咗話姦殺案
件，其餘自殺案件係甚少見到咁樣全裸……」又
聲言死者一絲不掛這個疑點必須釐清。
另在攬炒派文宣多次造謠指新屋嶺傳出有被捕

者被強姦、雞姦甚至輪姦等，馬在接受黃媒《蘋
果日報》訪問時亦作出「分析」，指按現時香港
制度，強姦案受害人必須報警，醫生才會協助取
證，並呼籲所謂的「受害人」主動求助，惟最終
都無「受害人」現身。
馬宣立此前還稱在爆發修

例風波以來，「我好支持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我支
持都冇用，冇人睬我……坦
白講（委員會）係咪會做到
大家想佢做嘅嘢，未必，但
大家有個期望」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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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於9月1日於fb、IG
及YouTube等平台發布歧視版本的所

謂迎新片「Welcome to XGU!」該短片全長
2分19秒。該片擅取了港大官方fb的迎新短
片並肆意改動字幕及圖片，更將校名中
「HongKong」 一 詞 改 為 拼 音
「XiangGang」，藉抹黑誣衊鼓吹仇恨。

改校方短片字幕惡搞
短片以所謂「平行世界的港大」之名行
惡，開首已肆意貶斥內地學生是「間諜」，
針對內地高考尖子成功獲獎學金諷刺，更扭

曲大學傳統為「恐嚇、極端民族主義、獨
裁、政治宣傳」，並稱「大學向院校自主及
學術自由關門」。
短片後段刻意將校方原版本及其仇恨歧視

版本並列對照，從而自high，又在文字說明
中「戴頭盔」稱：「內容如有雷同，因為係
平行世界所以一定係巧合」。
對此宣揚仇恨之舉，港大罕有地公開嚴厲

回應。校方昨日在官方fb表示，由包括校長
張翔及多名副校長與高層在內的中央管理小
組，已向學生會校園電視主席游展鵬以「向
所有大學成員展示文明」為題發出的信件，

表明短片滲入欺凌及仇恨言論（bullying
and hate speech），並對短片及其針對特定
學生群體（內地生）的看法作出譴責。

針對內地生 描述不公允
信件形容，短片針對內地生的描述「具攻

擊性、傷害性、麻木不仁及不公允
（offensive, hurtful, insensitive and
unfair）」，並單純地以其背景作出歧視，
表明「世界任何地方都會對此作譴責」，又
強調校方對宣揚此等惡意攻擊絕不容忍，認
為短片要於所有平台中移除，製作人更是

「欠港大社群一個道歉」。
信件強調，大學重視思想及言論自由，但

應建基於對他人的基本禮貌及文明、尊重之價
值觀，又強調仇恨、欺凌及偏見「不能偽裝成
言論自由（cannot be disguised as freedom
of speech）」，亦不容存在於港大之中。

英籍院長批「低級趣味」
據港大《學苑》報道，來自英國的港大建築

學院院長偉仕達（Webster），昨日亦針對事
件致函全體師生校友，批評校園電視的短片是
「低級趣味的影片（poor-taste video）」，只

是「笨拙地利用了諷刺的形式去推動歧視（to
unintelligently use the genre of satire to
further a discriminatory agenda）」，又指影
片內容極具冒犯性，超越了身為學生可接受的
行為、禮貌及尊重的底線。
香港文匯報於去年率先報道，港大教務委

員會通過《校園文明守則》文件，其中清楚
列明，校園內任何披露侵犯個人私隱，針對
特定個人或團體的辱罵、反感、淫穢及威脅
性言語，誹謗或仇恨言論，均有違文明底
線。校方表明會竭盡所能守護校園文明，並
對仇恨言論採取「零容忍」態度。

■20多名在深香港青年代表實地走訪考察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仰鵬 攝

■改編短片將「HKU」寫作普通話拼音「XGU」，字幕充斥大量仇恨言論。 視頻截圖

■港大fb發布信函內容，強調對歧視仇
恨言論「零容忍」，並對短片及其針對特
定學生群體的看法作出譴責。港大fb截圖

陳彥霖
死因研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