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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譴責港大「紅衛兵」暴行促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鄭伊莎）香港大

學校務委員會28日開會，討論維持等待首席副校長任命落
實，才處理副校長空缺的決定，惟約50名港大校友關注組
和港大學生會成員及激進的搞事者竟暴力衝擊會議廳，爆粗
指罵甚至禁錮校委。混亂間，校委盧寵茂懷疑遇襲倒地，需
留院治療。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譴責學生暴力衝擊行為猶如
「紅衛兵」，完全是漠視法紀、無法無天，促請校方及警方
嚴肅處理，並要求學生代表向盧寵茂及校委會道歉。

李慧琼：超出理性表達範圍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對學生衝入會議廳感到
極度痛心。她表示，明白學生關心委任副校長一事，也有表
達意見的自由，但他們的行為令部分校委會成員跌倒，也令
成員不能離開會議廳，超出理性表達的範圍，相信廣大市民
也不希望看到學生用這一種方式，令與會者感到安全
受威脅。
她期望校委會按既定程序適時作出決定，並尊重學

生、成員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被問到校委會是否
「一拖再拖」，她表示尊重校委會決定，並相信其考
慮因素比較多，因任命副校長是重要的事。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學生應
該透過在物色委員會及校務委員會的學生代表，表達
意見，遵守秩序和法規。她批評學生粗暴衝擊會議，
促請學生代表向遇襲受傷的盧寵茂道歉。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

國謙批評，衝擊行為猶如「紅衛兵」，無法無天，漠
視法紀，敦促校方及警方嚴肅處理。

王庭聰：踐踏學校制度令人心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批
評，學生搗亂會議的做法，踐踏了學校的制度，「從
電視畫面看到學生以粗言侮辱及指罵校委，實在令人
心痛。現場更有非學生人士夾雜在人群當中，不斷煽
動衝擊，甚至利用學生的不滿擾亂公眾秩序和社會安

寧。事件應該引起社會警惕，切勿讓街頭抗爭的歪風滲入校
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批評，港大學生衝入校委會妨礙

會議進行，並且有人涉嫌做出肢體暴力，事件不能接受。他
認為，學生應從正常渠道反映意見，讓校委會參考，但不應
為堅持一些主張，就不容他人離開會議廳，否則就是非法禁
錮，「無論如何，都不能用暴力行動衝入去（校委會），對
其他人使用語言暴力，強迫他人就範。」

顏汶羽：搗亂會議非理性行為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對學生搗亂會議感到心痛及失望。
他批評，學生衝入會議廳干預會議進行是非理性行為，「學
生需要尊重校委會的決定，尊重是人與人相處之本。任何暴
力及非理性行為都是不應該的，期望學生恢復理性，透過合

理渠道向校委會表達意見。」
香港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主席岑嘉評批評指，港大學生
的衝擊行為嚴重損壞了港大的百年聲譽，讓香港大學背負
「流氓大學」之名，令港大蒙羞。他指如事件發生在外國大
學，學生將會遭處分，故今次港大校方必須就此向公眾及校
委作出交代。他亦質疑港大校長馬斐森的管治能力，未能控
制有關局面，擔心港大學生會的衝擊行為將越演越烈。

張民炳憂指罵風氣蔓延學界
本身是港大校友的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指

出，港大學生對校委會成員的粗暴行為是目無尊長，反映學
生未能包容不同的意見，令人深感失望及悲哀。他認為，學
界應糾正「學生以為自己大晒」的想法，否則類似的衝擊、
指罵風氣將會在學界蔓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港大學生28日
晚暴力衝擊正在開會的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粗言
穢語指罵諄諄學者，儼如「紅衛兵」。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主席鄧飛29日批評，學生衝擊行動仿傚違
法「佔中」的癱瘓程序和機制，令人極度憂慮「佔
領」文化令香港社會文明「千里之堤，潰於蟻
穴」，而同情這些行動的人應警醒有日會身受其
害。他呼籲香港社會慎思明辨，以免政治陰謀論再
為這類衝擊行動製造可乘之機。
鄧飛29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指出，違法「佔領」
行動發生以後，香港社會形成一種「佔領」文化，
認為只要不同意、不滿意，就可以發動類似「佔
領」行動的手法，令任何既有機制、法定程序癱
瘓，甚至對參與程序的決策者進行接近暴力性質的
圍堵和言語羞辱。

「令你無法進行任何理性討論」
他指出，大至圍堵衝擊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總部，
小至圍堵衝擊大學校務委員會，「佔領」文化已
「遍地開花」，如今再講此風不可長已為時太晚，
「今天如對這種激進行為居然表示『可以理解』的
人士，要有心理準備，這種激進行為隨時可能降臨
到你自己頭上，令你無法進行任何理性討論。」
鄧飛續說，香港社會的「佔領」文化和國際政

治上的「戰爭邊緣政策」原理異曲同工，即先以
武力威脅，如不服從便訴諸暴力。他表示，在法
治成熟、講求理性、尊重程序的香港社會，再推
崇這種暴力邊緣政策的所謂「佔領」文化，不但
匪夷所思，而且令人極度憂慮，「香港累積百年
的社會文明基礎，是否已開始『千里之堤，潰於
蟻穴』？」
至於促成這種「佔領」文化的原因，鄧飛認為

源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政治陰謀論
心理。他解釋，明明有港大校務委員說明沒有收
到任何政治施壓的訊息，港大學生會首腦更搞錯

有多少位現任港大校務委員是由特首委任，但特首政治干
預的傳言仍然風行，成為衝擊行動的群眾的心理基礎。他
說，教育要慎思明辨，如果不想社會文明滑坡，便需從打破
這種政治陰謀論心理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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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委會港大校委會2828日晚會議被搗日晚會議被搗
亂的混亂場面亂的混亂場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
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葉建源，近日多次
拉攏校內外人士在28日晚圍堵港大校務委員會，是觸
發今次衝擊事件的元兇之一。「正義聯盟」29日到教
協旺角總部抗議，炮轟葉建源借港大校友名義巧立名
目，向港大學生洗腦訓練「黃衛兵」，大搞港版「文
革」式衝擊行動。聯盟譴責葉建源作為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無視學生暴行，引起家長反感，不排除暑期期
間對教協發起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促停煽動學生參與違法行為
約20名「正義聯盟」成員29日到位於旺角的教協辦

事處抗議，促請葉建源立即
停止煽動學生參與違法行為
及辭去立法會議員一職。成
員高舉「葉建源真黑心 攪
亂香生犯法」、「葉建源正
敗類 政治入侵校園」標
語，強烈譴責葉建源透過教
協和立法會議員名義，向學
生灌輸以暴力表達意見的思
維，煽動學生衝進校委會搞
事，炮轟他「可恥」、「黑
心」和「政棍」，高叫「葉
建源搞文革，『佔中』後訓
練『黃衛兵』」等口號。
「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

嫣表示，葉建源透過多重身
份干預港大學術自由，近期

以「港大校友關注組」名義，干預港大校委會處理副
校長任命，甚至煽動港大學生作出「傷人、非法禁錮
及威脅」等衝擊和犯法的行為。然而，葉建源卻對事
件坐視不理，急與事件劃清界線，甚至將滋事罪責推
卸給校委會。
她直言，葉建源有份領導教協在去年「佔領」行動

前後推波助瀾，不但誘使學生罷課，鼓勵他們參與
「佔領」，更鼓吹學生「佔領」政總，以暴力表達意
見。她強烈批評，教協意欲在港策動另一場「文化大
搞命」，蓄意使港生變成「黃衛兵」搗亂香港。團體
隨後向教協總幹士馮家強遞交公開信，促教協正視事
件。

「正義」到教協抗議 批葉建源「練兵」

■■「「正義聯盟正義聯盟」」到教協旺角總部抗議到教協旺角總部抗議。。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興經濟惠民生是港主流民意
抓住機遇搞建設謀發展 為長期繁榮穩定奠基

王光亞在文章中回顧了香港回歸祖國光亞在文章中回顧了香港回歸祖國1818年以年以
來來，「，「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實踐的情況實踐的情況，，強調要通過強調要通過

不斷探索不斷探索，，不斷總結不斷總結，，妥善解決各種問題妥善解決各種問題，，把把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事業推向新的階段事業推向新的階段。。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一貫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一貫 堅定不動搖堅定不動搖
他指出他指出，，最近兩年最近兩年，，香港一些媒體和人士擔心中香港一些媒體和人士擔心中
央會改變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央會改變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事實上事實上，，習近平總書習近平總書
記等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記等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中央將堅定不中央將堅定不
移地貫徹落實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港人治港」、」、高度高度
自治方針自治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堅定不移地支持堅定不移地支持
香港依法循序漸進推進民主發展香港依法循序漸進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地維護堅定不移地維護
國家主權國家主權、、安全安全、、發展利益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中央的這個立場是一貫的中央的這個立場是一貫的，，堅定的堅定的，，始終不會動始終不會動
搖搖。。

倡增強憂患意識倡增強憂患意識 自強不息迎競爭自強不息迎競爭
王光亞指出王光亞指出，，現在各國各現在各國各地區都在拚經濟、拚

發展，力爭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和地區競爭中佔據
更加有利地位。近些年，香港與周邊地區和同類
競爭對手相比，發展相對遲緩，經濟社會的一些
深層次矛盾開始顯現。面對嚴峻挑戰，香港要保
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繼續在國家
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自強
不息，保持良好的營商環境，不斷提升競爭力。

港未來發展仍具四大有利條件
他分析說，香港未來發展仍有許多有利條件：

一是有「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保障。「一國兩
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使得香港的既有優勢得到延續和鞏固，為香港保
持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強的法律保障。
二是有獨特的優勢。香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
漸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回歸後香港已成為聯繫國
家和世界的重要通道和內地「引進來」、「走出
去」的雙向服務平台。對內地來說，香港的獨特

優勢在於其廣泛的國際聯繫，可以通過香港走向
國際；對國際投資者來說，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於
其與內地的密切聯繫，可以通過香港分享內地經
濟發展成果。這些獨特優勢是其他地區和城市無
法替代的。
三是有祖國堅強後盾為支撐。背靠祖國是香港

的最大優勢，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先後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舉措，為香港拓寬
發展空間、增強抵禦外部經濟風險能力等發揮了
重要作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始終關心、
愛護香港青年一代的教育、成長和發展，並將進
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的青年交流，為香港青年成
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

「一帶一路」等發展機遇難得
四是有難得的發展機遇。這個機遇就是國家在
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大背景下和平崛
起，而香港有幸處於其中，並且處於有利地位。
最近我國宣導的「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戰略
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世界各國和地區
反響熱烈，都想積極搶搭中國發展的順風車。作
為背靠祖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香
港在分享國家發展機遇和成果方面處於「近水樓
台先得月」的有利地位，更有條件、更有機會、
也更應該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重大戰略機遇，在
助力國家戰略的過程中拓寬服務市場、謀求新的
更大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李自明）港大學生會
成員28日帶着眾人衝擊校務委員會的會議，指着校委喝
罵、不讓校委離開等一系列失序情況，引起社會輿論強
烈批評。不過，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卻未有任何反省或檢
討，竟稱學生是因為之前表達意見無效，出於「被迫」
才衝入會議廳。此外，負責放行及指揮的他又與一眾示
威學生劃清界線，指「同學的一舉一動都是由他們自己
決定的」。

至於28日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之一、醫學院教授盧寵
茂因混亂跌倒，馮敬恩亦急急撇清關係，表示問過所有
示威學生，大家都說沒有弄到盧寵茂而令他「不慎」跌
倒，又稱自己對他致以「深切慰問」。

另29日早上原定接受電台訪問的他又「無端甩底」，
在改作電話訪問時主持人質疑學生搗亂會議、針對李國章
指罵是「對人不對事」，他回應時稱，「何解行政長官可
以委任校委會成員？我們是針對大學制度，要求修改大學
條例。學生是無計可施先衝入校委會。有關下一步行動需
商討再作決定。」隨後即突然掛線。
至29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表明身份，就馮敬恩

疑因不滿被主持質疑而無禮掛線一事作查詢，他辯
稱是「技術問題」，又一度稱當時有其他媒體來
電；但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問及學生衝擊校委會的
做法時，他突然拋下一句「不接受文匯報記者查
詢」，然後匆匆掛線，以鴕鳥方式迴避「唔啱聽」
的提問，似乎是他的一貫伎倆。

馮敬恩顛倒黑白
竟稱學生「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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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29日
以全體管理層名義向港大教職員及學生發電郵，表明絕對不
能容忍學生入侵校務委員會會議廳，阻礙校委會履行職務的
行為！他又強調，任何暴力行為都應受譴責，校方正就28
日晚在校內發生的連串事件調查，在事實能清晰明確前暫不
會評論會否有後續行動，並重申任何成年人士都應為自己行
為負責。

阻礙救護車輛 後果嚴重
馬斐森在電郵中指，港大尊重及捍衛言論自由，但亦要取

平衡及確保大學人員安全，他表示校委會中已有兩名學生代
表，期望學生能透過有關代表表達意見，以讓討論能和平理
性地進行，而校方亦對有人漠視校委會保密原則深表關注。
他又強調，大學及公眾人士的安全是港大的首要關注事項，
校方事前已經作危機評估，亦相信員工能專業理性地處理突
發事項，由於28日晚救護車被阻，有可能對受傷人士構成
嚴重後果，雖然叫人遺憾，但警方人員是有需要進入校園。

激進分子挑釁要防範
馬斐森又說，有報告指校委會會議前有校外組織進行挑

釁，校方將採取適當行動，確保校園的安全，讓學術活動如
常進行。事實上，香港文匯報發現28日不少非港大人士的
激進分子混進在示威者中，包括多名他校學生圍堵校委會會
議廳、包圍校務委員座駕及汽車，也有自稱「市民」者有份
衝入會議廳內踩上枱面以粗口辱罵校務委員。
此外，港大畢業生議會常務委員會29日也發聲明，指關

於委任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事引致港大、校友、師生
和社會大眾的分歧深表關注，摯誠希望大學能採取適當的行
動，盡快解決這事件，並以港大的最佳利益為前提。該會指
理解各方對有關事宜持不同意見，以致延遲任命，懇請各有
關方支持大學管理層按照既定程序和做法，履行其職責，該
會並將召開特別會議就此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8月號《紫荊》雜誌以《抓住機遇

謀發展 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為題撰文。文章表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普選決議案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綑綁否決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已成為香港社會

最大公約數和主流民意。文章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在特區政府領導下，抓住機遇，

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千方百計把經濟民生問題解決好，為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奠定堅實基礎。

■■王光亞王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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