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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於上周四（19日）舉行網上畢業禮，惟有小部分畢業生藉機

在校內舉行播「獨」遊行，竟不顧香港國安法，公然煽「獨」。香港各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無不對學生行徑表示痛心難過，認為他們

不僅損害校譽，更「騎劫」了一些奉公守法的學生。其中，教育界

人士更指校方責無旁貸，批評校方長久以來姑息養奸，令學生

違法行徑日益猖狂，促請校方盡師長責任，好好教導學生重

回正軌，並呼籲學生珍惜校園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昨日
發表題為《還校園以寧靜 香港才能有未
來》的「人民銳評」，全文如下：
近日，有人藉口不滿香港中文大學因防

疫需要將畢業典禮改為網上舉行，未經申請
在校園內發起近百人的遊行集會。其間，不
僅有少數人隨處塗污、損壞財物，涉嫌刑事
毀壞，更有人手持「港獨」標語，叫喊「港
獨」口號，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
在香港市民齊心抗疫、香港社會逐步由亂
轉治之時，「港獨」分子竟視法律於無物，
置公眾安全於不顧，借畢業典禮公然製造撕
裂，把原本莊重的畢業袍變成宣揚「黑暴」
的工具，把原本神聖的畢業禮變成表達極端
立場的舞台，嚴重褻瀆了絕大多數畢業生及

其親友的感情。而這一事件，也再次喚起人
們對於「黑暴」的驚恐和痛苦記憶，再度敲
響「黑暴」「港獨」在校園復燃的警鐘，再
次引發人們對於香港部分年輕人陷入極端、
誤入歧途的擔憂。
近年來，香港校園亂象愈演愈烈，在去

年「修例風波」中，一些大學甚至一度淪
為暴徒的「戰場」和「兵工廠」。寧靜校
園黑影幢幢，書香聖地硝煙瀰漫，這背後
是反中亂港分子一次次將黑手伸向學校，
是蠱惑人心的歪理邪說一次次傳進校園。
從鼓吹「違法達義」，到聲稱暴力是解決
問題的一種方式，再到恬不知恥地煽惑年
輕人「留案底的人生更精彩」，被毒害、
「洗腦」的年輕人，扔下書本、衝向街

頭，成為激進暴力犯罪的參與者、製造
者、受害者。原本應在安靜校園裏求學問
道的少年，一次次因違法活動被捕；原本
應擁有美好前途的青年，在人生的開篇就
背負上沉重的案底和污點，如此種種，怎
能不讓人痛心、揪心、擔心？
年輕人思慮人生、憂心未來，希望以自

己之力尋求改變，即便出發點是好的，但
如果採取了錯誤的方式，結果只會南轅北
轍。香港一年多來的風波足以證明，「黑
暴」「攬炒」無法為年輕人謀得未來，只
會讓香港更加傷痕纍纍。就在香港中文大
學非法遊行的同一天，泰晤士高等教育發
布「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2020」，榜單
顯示，在亞洲各主要地區大學排名均呈現

明顯上升的趨勢下，唯獨香港多所大學排
名大幅下跌。各方直言，社會事件的衝擊
是排名下降的「罪魁禍首」。從2019年
GDP十年來首次負增長，到失業率不斷攀
新高，再到多所大學影響力、就業力排名
急跌，這樣的代價還不夠慘痛嗎？任由
「黑暴」「攬炒」思想繼續荼毒校園，危
害的是香港的前途命運，更是每一個年輕
人求學、就業、成長的機會。
這些年來，在「泛政治化」教育的毒害
下，香港一些年輕人失去了理性思考、求
真務實的能力，對「自由」「民主」存在
着表面化、膚淺化的認識，對「一國兩
制」缺乏正確的理解，對祖國、對內地的
評價，更是囿於一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從

而被一些虛妄的口號、惡意的喧囂所煽
動，作出了錯誤的選擇。殊不知，沒有社
會穩定，何來繁榮發展？沒有法治基石，
何來權利自由？那些被「違法達義」「暴
力抗爭」所煽惑的年輕人，更應該清楚地
明白：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中，暴力都不
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在行使自由權利時，
也絕不允許損害他人的自由。摒棄那些狹
隘的、封閉的、偏執的觀念，真正去睜眼
看世界、躬身看自己，年輕人才能真正看
清楚香港的未來在哪裏、自己的未來在
哪裏。
校園是育才修學之地，不能成

為違法鬧事之所。還校園以寧
靜，才能讓香港有未來。

人民銳評：還校園以寧靜 香港才能有未來

「獨生」毀校譽 畢業生就業更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過百名疑
為中文大學畢業生，在畢業禮當日有組織地手持
播「獨」標語、喊叫「港獨」口號，在校內違法
集結遊行。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有關行為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性
質相當嚴重，隨着一眾攬炒派拿出各種藉口企圖
脫身，足以證明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代價沉重，奉
勸年輕人應珍惜前程，不要被政棍利用。

盧文端：年輕人勿再被利用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示，畢業典禮是莊嚴神聖的
時刻，卻被黑暴分子騎劫鬧事，有違大學校園本
是育才修學之地的初衷，簡直「離晒譜」，這種
行為不僅違反政府限聚令，更公然宣揚「港
獨」，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他指出，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很多攬炒派頭目已收斂，證明香港
國安法的震懾力，奉勸年輕人不要再被利用，誤
信攬炒派政棍謊言，一些險惡的政治圖謀，最終
都是不得人心的。

梁志祥：圖挑戰國安法底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今次中大事

件，應為「港獨」餘孽策劃，企圖挑戰香港國安
法的底線。他指出，自香港國安法落實後，一眾
攬炒派頭號人物，為免觸犯法律，已收斂很多，
近日公民黨郭榮鏗更揚言退出政界，證明他們已
知道觸犯香港國安法的嚴重性，年輕人前途無
限，不要再被政棍利用，斷送前程。

郭偉强：國安法實施後政棍四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黑暴至今，
很多被抹黑的假消息，已被澄清及揭發是有陰謀
及別有用心的政治手段。他續指，自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大批政棍紛紛四散，並以不同的藉口脫
身，日前公民黨郭榮鏗揚言退出政壇，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年輕人應該醒過來，不要再被政棍
利用，讓他們大食「人血饅頭」。當前形勢，全
社會都應該集中精力穩控疫情、恢復經濟、紓解
民困。

違國安法代價重 籲青年珍惜前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本港第四波疫情
來襲，為減少人群聚集，今屆中大畢業禮改為網
上進行。有學生不滿校方安排，擅自在畢業禮當
日發起集會，其間有人高叫「港獨」口號，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校方就事件報警處
理。有香港政界人士表示，校方需用嚴
格態度對待此事，並勸告學生一時衝動
不僅斷送自己前程，亦會破壞學校名聲，
增加畢業生就業困難。

蔡毅：應加強學生國民教育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

毅認為，不論在哪裏都要嚴格執行香港國安
法，學校也不例外。他希望警方深入調查，嚴

肅處理，在學生中起到警示作
用，讓他們明白法律
是公平公正的。未來
在大學、中學、
小學都應加強
學生的國民教
育，讓學生更
客觀地了解國

家、國情，而不是在一無
所知的情況下做出辜負父
母、辜負學校的事。另
外，還需要加強老師在國

安法、國情教育方面的培訓。

王惠貞：勿縱容學生違法行為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

理事長王惠貞表示，學校屬於社會的一部分，校
內環境亦關乎社會穩定，因此學校的自由應該建
立在合法的基礎上，中大學生此次集會未獲得校
方、警方同意，很明顯觸犯法律，其間他們的部
分言論更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她呼籲校長、老師用嚴格的態度對待此事，不

要縱容學生的違法行為，給涉世未深的學生造成錯
誤思想，而以身試法；亦勸告學生做事前慎重思
考，勿讓一時衝動毀壞自己的大好前程。

簡松年：播「獨」明顯違國安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

簡松年表示，中大學生在校內非法集會及遊行期
間，有人展示「港獨」橫額及旗幟、高叫「港
獨」口號，很明顯違反香港國安法，其間他們對
校內設施進行刑事毀壞亦違反《公安條例》，另
外集會人數超過4人則違反限聚令。
不過，事發當天，校方在勸告無果後沒有盡

快報警，給警方取證增加困難。中大部分學生的
所作所為完全脫離學生行為，一旦涉嫌違法被判
處刑罰，將不僅斷送自己的前程，亦破壞學校名
聲，增加其他中大畢業生就業困難。

香港中文大學上周出現了播「獨」
遊行，不禁令人關注大學的管理層是
否有決心及相關措施，預防「港獨」
思想再次在校園內散播。多位教育界
人士不約而同指出，學校管理層難辭
其咎，校方應該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的行動盡早報警處理、進行堵截；
同時校方亦應加強價值觀教育，以防
學生泥足深陷。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中大管理
層在此事件上難辭其咎，「校方早就
收到消息，就算只有蛛絲馬跡，校方
已經要尋找警方協助！」他指出，是
次遊行並非「快閃」活動，有人公然

在校園散播「港獨」的訊息，校方應
該當機立斷馬上處理。
何漢權指，中大也需要從教育入

手，「校方應該正視問題，加強價值
觀教育，重新喚起學生的自律、守法
精神」，不能撒手放任學生。
前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副幹事長、

團體「救救孩子」發起人張永松狠
批，中大作風軟弱，學生在校的行為
有機會觸犯香港國安法，強調「事件
不是兒戲，後果非同小可」。他認
為，去年涉刑事的中大「佔領」事件
中，似乎沒有學生受到校方責罰。在
近日的播「獨」遊行中，校方只以報

警了事，質疑校方有否成立專責小
組負責緊急事件、甚至是預防工
作，而非待事件發生後才加以
補救。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

民炳表示，中大應該訂立應變
方案，「校方在尚未出現涉
嫌違法的大型活動時，就要有
完整的部署計劃，盡早堵截違法
的活動。」他批評校方在是次
事件中反應過慢，「學校應該
即時報警，好讓警方盡早介入
維持秩序，以及搜證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教界批學校管理層難辭其咎

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中大

上周四將畢業禮移至網
上舉行；惟當日校內近百

人非法遊行宣揚「港獨」，不
僅揮動「獨」旗幟，亦有高叫「獨」
口號。校內亦有多處塗鴉，令人擔憂
黑暴苗頭再次在校園蔓延。中大發言
人當天亦發出聲明，指畢業禮是莊嚴
場合，絕對不應作為政治表態及發放
政治訊息的場合，對於所有不尊重場
合，甚至觸犯國家安全之舉，大學深
表遺憾並予以強烈譴責。

中聯辦堅決支持政府依法查處
香港中聯辦發言人翌日發表談話，
強烈譴責相關宣揚「港獨」的行為，並
指出他們已經涉嫌違反國安法，並堅決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查處。警方國安處亦
接受調查事件，在進入校園搜證，全力
追查組織播「獨」遊行的幕後黑手。

張民炳：守法生無端遭污名化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實

施，明確指出宣揚「港獨」思想是違
法行為，中大畢業生在畢業禮的行為
無疑是以身試法。他指出，當天涉事
的只是一小撮學生，「他們的所謂
『抗爭』行為，並不代表整體畢業
生，但他們足以為社會帶來負面影
響，連帶守法的學生亦無端被污名
化。」他認為，畢業禮是總結大學生
涯的重要日子，大家應抱有尊重的態
度，而非趁機肆意鼓吹違法信息。
張民炳留意到，近日有機構公布全

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其中香港多所
大學的排名大幅下滑，可見大學生的
政治行徑早已令僱主的信心大跌。他
批評，攬炒派向學生灌輸極端政治思
想，並煽動將政治帶入校園，「這些
學生都是利用香港的資源培養的人
才」，呼籲攬炒派停止洗腦行為。

何漢權：被捕不能怨天尤人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憶述中大校長段

崇智去年遭學生撒溪錢奚落、百般羞
辱的事件，批評校方的百般放任、姑
息養奸，導致中大播「獨」遊行事
件。他表示，香港國安法現已實施，
涉事學生作為成年人，即使被警方拘

捕也不能怨天尤人，必須為自
己的行為負上應有責任。
何漢權提醒：「涉事者需要為其他

守法的學生着想，不能繼續損害中大
的名聲。他們不能將『自由』反過來
變成『由自』，任由自己做違法事
情！」他感嘆，相關學生正不斷掏空
中大的立校精神，「中大的成立目的
之一就是傳承、宣揚國家文化，香
港、中國是不能分開講的」，再三譴
責所謂的「港獨」思想。何漢權語重
心長地再三表示，「學生不是不害怕
國安法，而是他們『不知驚』，當他
們被捕的時候，就只會後悔莫及！」

張永松：學生勿被騙子帶偏
前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副幹事長、

團體「救救孩子」發起人張永松表
示，他本身為中大校友，對於畢業生
在校內進行所謂「遊行」的行為感到
痛心，感慨「冰封三尺，非一日之
寒」。他認為，大學是學習知識、訓
練技能的場所，校方固然要做好教育
把關的工作，學生也要認清事實、學
會理性分析，「修例風波發生至今已
有一年多，希望他們能睜開眼睛看清
事實，不會被騙子帶偏！」他寄語學
生，香港是個開放、包容的場
所，「學生縱然犯錯，也
可以重新來過，知錯能
改，未為晚也。」

中大生播「獨」遊行 各界促校方盡責
批姑息養奸損校譽批姑息養奸損校譽 奉公守法學子遭奉公守法學子遭「「騎劫騎劫」」畢業禮畢業禮

■■ 警方國安處人員日前在警方國安處人員日前在
中大保安協助下中大保安協助下，，在校園內在校園內
蒐證蒐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