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太：釋法是「港獨」逼出來的
斥「雙邪」無知識無常識 與現實脫節損港不自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青症雙邪」的辱國播「獨」宣

誓引起一連串法律問題，最終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釋法平息爭拗。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是次釋

法是以「雙邪」帶頭的「港獨」

分子逼出來的，直斥該批人「無

知識、無常識」，經常在網上生

活，對現實世界、國際情況不理

解，不知道自己對香港造成了多

大的傷害。對於有部分法律界人

士在此問題上危言聳聽，聲言

「中央一不喜歡就會釋法」，范

徐麗泰反問：若真是如此，香港

怎可能回歸 19 年來只有 5次釋

法？她希望大家聽所謂「法律界

人士」的說話時，最好看看香港

基本法，再以平常人的思維去想

一想，到底有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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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宣誓風波，范徐麗泰表示，從這件事發生後，看
到「雙邪」越來越搞事，不是宣誓「玩完嘢」就暫

停，而是帶着助理去衝擊立法會。另一方面，反對派部分
議員更充當人鏈去「保護」無權進入議事廳的「雙邪」進
內。

「若不釋法，現時恐未能開會」
范徐麗泰直言，事件愈演愈烈，再這樣下去不是辦

法，即使交法院審理，「已經做到最快，但亦搞了一個
多月，即使過兩日上訴庭有裁決，兩人已明言要上訴至
終審法院。如果不曾釋法，相信立法會現時亦未能開
會，首先受害的還是香港社會，所以這要拖多久呢？兩
個月？很有可能，但香港付不起這個代價。」

速戰速決止亂局「爭拗留法院處理」
她又說，全世界的議會看到香港亂局，其實都會質疑

「原來這麼無知的人在香港可以做立法會議員」，因此
更須速戰速決，「再加上他做的是宣揚『港獨』，這是
國家無法置諸不理的，所以要釋法，之後立法會就可以
開始開會，爭拗就留在法院處理。」
雖然法官已明言，即使沒有釋法仍是如此裁決，但

「雙邪」依然上訴，范徐麗泰直言，上訴期間也會有擾
攘，故釋法是逼出來的，「而逼到如此情況的，就是
『港獨』人士，以游、梁為主，無知識、無常識的一
批，經常在網上生活，對現實世界、國際情況不理解，
不知道自己對香港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19年只5次釋法「每次都是必須」

對於有「法律界人士」藉事件誤導稱「中央一不喜
歡就會釋法」，范徐麗泰直言︰「但這根本沒有發生
過，如果是這樣，又怎麼可能19年來只有5次釋法？
而5次釋法，每次都是必須、沒有其他更好方法時才
做的。每一次都是想維持香港穩定、令香港法律更清
晰。」
她解釋，立法原意有時是不清楚的，要因應環境去講

清楚。以行政長官任期為例，兩年或五年，要釋法講清
楚；居留權釋法，如果當年不做，香港人口也會激增
等，「1996年也有釋法，就是國籍法，該解釋容許香港
人可以是中國公民，但仍可以有其他國家護照作為旅行
證件。莊豐源案無釋法，就對香港造成打擊（引發之後
的『雙非』問題）。」
明白到部分市民或有憂慮，范徐麗泰強調，只要「一

國兩制」一日存在，香港就是現在這制度，「是次釋法
亦非修改法例，法官亦講了，我覺得社會要聽真正有法
律知識的人怎樣講。現時香港議員講的東西，大家要想
清楚再接受，因為有部分議員最喜歡斷章取義。」
就有人稱釋法須由法院提請，范徐麗泰指出，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就講明，釋法權力屬於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二款就是授權香港法院對基本法關於香
港自治範圍內的條款進行解釋，「授權，即權力來自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怎能約束授權者呢？……如果有點
常識，去看看基本法，就知道釋法要由法院提出是不成
立的。希望大家聽所謂『法律界人士』的說話時，最好
看看基本法，再以平常人的思維去想一想，到底有無道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近年部分年
輕人不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有關問題引起
關注和警惕。由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組
成的智庫「香港願景」，昨日發表「充實公
民教育政策」研究報告，提倡以「培養關心
社會、 有所作為的公民」為目標，透過不
獨立成科的方式推行公民教育。曾鈺成表
示，香港的歷史和政治背景複雜，有必要推
行公民教育，若因怕有爭議而不做是不負責

任。他又認為，無須迴避討論爭議性議題，
但教師要有底線，不能鼓吹「港獨」，亦應
說明「港獨」違法。

讓學生了解香港「根在中國」
「香港願景」表示，早前的辱國播「獨」

宣誓顯示，近年有部分年輕人抗拒中國國民
身份，甚至傾向支持「港獨」，故須改善公
民教育，下屆政府亦須面對有關問題。該智

庫指出，世界各國的公民教育都包含國民身
份認同的元素，故認為香港的公民教育亦須
建立學生對國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的理解
和認同，並加強香港和中國歷史、政治和制
度的教育，讓學生了解內地與香港密不可分
的過去、香港有「根在中國」的傳統。

教師應說明「港獨」違法
「香港願景」又建議，成立由特首或政務

司司長領導的「公民教育督導平台」，以研
究有關政策。
另外，該智庫建議，須裝備教師，及補充

和修訂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育指引等，而
爭議題目如「港獨」、違法「佔領」等亦可
作為討論議題，但應對學生有啟導作用。曾
鈺成強調，教師在爭議議題上，須提供全面
正確的了解，不能鼓吹「港獨」，亦應說明
「港獨」違法。

曾鈺成：推「公教」不應怕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行政長官選舉雖然明年
才舉行，但社會在有關議題
上 已 不 斷 湧 現 各 種 「 消
息」。身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之一的范徐麗泰笑言，香港
社會特別喜歡「估特首」，
但她認為要待有人正式向選
委爭取提名票時，才會認真
討論如何領導香港的問題，
認為屆時才可作準，現時則
當娛樂新聞「睇住先」。她
又認為，自己會票投可改善
現時敵我分明的社會狀況的
候選人，希望可撥開雲霧見
明月，大家齊心合力發展香
港。

選委名單未出
怎去找提名？

范徐麗泰指出，根據過往選
行政長官經驗，除了現屆是比
較早「落場」，以往都是12月
才宣佈參選，認為待選委會名
單出爐才決定去馬與否是合理
的考慮，「想選首先要入到
閘，要有150位選委提名。現
在說去選，你都不知那150人
在哪裡，故選出來之後再去
找。」她又表示，屆時才會知
道誰是參選人、政綱是否值得
支持，「現時當娛樂新聞睇住
先。」
她表示，自己不會因為造勢

就去支持，認為要待有意參選
者去找選委要提名票，才可作
準，因屆時才會討論如何領導
香港，「如果有人說他會參
選，佢卻出來否認，這不叫參
選。」至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王光亞見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是
否有任何特別意思，她認為若
這是一貫安排，就很平常。

冀未來特首「撥開雲霧見明月」
至於自己會如何選擇下屆行政長官，范

徐麗泰表示，自己希望該人可改善現時情
況，「香港是大家庭，當中有不同意見很
平常，但不要變成仇人，議題又不談，見
面又不見，如果這樣，如何齊心合力發展
香港，令香港重現光輝？這幾年東方明珠
有些灰塵，希望可撥開雲霧見明月。」
被問及自由黨主席張宇人入行政會議，

是否「撥開雲霧」？她認為，建制派各黨
各派都有代表在行會，有助立法會成員了
解政策、草案，讓政府更易於在立法會中
推行，希望這可以改進行政立法關係，但
未至於「撥開雲霧」。另一方面，她認為
政府與「泛民」亦要有交流，了解他們如
何看政府施政。
落實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最近因宣誓

風波再引起討論，范徐麗泰表示，落實廿
三條是行政長官職責，因行政長官須落實
香港基本法，「董建華試過但做不到，曾
蔭權無試過，但作為行政長官，須考慮此
事。」她認為，如何做、何時做，只要有
心去做、有想法，已經是開始落實基本法
的顯示。

「港獨」分裂國家 須落實廿三條
范徐麗泰指出，當年政府想為廿三條立
法時，並無「港獨」、分裂國家的問題，
但今時今日，分裂國家問題明顯擺在枱
上，有些人是不顧現實、不斷煽動，故須
落實廿三條，不要讓年輕人誤入歧途。不
過，她強調，落實手法、方式、技巧有很
多選擇，「上一次是以一條法例的方式，
去改很多條法律；下次可能是逐條條例
改，每一條清晰去談，大家可能會較安
心」。她又希望社會明白，廿三條立法絕
對不會讓香港變成社會主義，否則是違背
「一國兩制」，而香港亦不可能「港
獨」，因為這亦是違反「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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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過往立法會是莊嚴的議事廳，立法會議員
亦是尊貴的身份。不過，今屆立法會一開局就亂象叢生，曾任立法會主
席的范徐麗泰亦表示，現時做主席比以往難很多，議會亦無什麼莊嚴可
言，恍如「俱樂部」，部分議員隨意「走嚟走去」、為所欲為，降低市
民對議員的信任程度，從而影響立法會對政府的有效監督。她認為，為
君子淑女而設的議事規則已不適用於今日的立法會，立法會主席和秘書
處要想想如何處理有關問題，以符合立法會的莊嚴。

「立法會先要尊重自己」
談到今屆立法會，一開局就有「青症雙邪」宣誓時辱國和衝擊會議
廳的亂況、「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去倒置國旗和區旗等，范
徐麗泰坦言，現在做主席比當年難很多，指出主席有時做事受到先例
掣肘，怕會因為與以往不同而招致別人口舌。她更說︰「從大局上
看，今日立法會沒有什麼莊嚴可言，大家為所欲為。立法會議事規則
來自國會，是為君子淑女而設，今時今日部分立法會議員真的達不到
這個水平。」
她續指，會議期間不能在會議廳隨意走動，若議員不坐下就要被主席
逐離會議廳，「現時卻像俱樂部一樣，大家走來走去。如果要香港市民
尊重立法會，立法會先要尊重自己，如果立法會自己都做不到，以為在
玩，那沒有辦法，香港市民自然對你信任程度低，你就無法有效監督政
府。」
范徐麗泰又說，現時有足夠「經驗」知道部分搞事議員會在會議廳採

取什麼行為，並舉例說︰「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兒戲，一直覺得將別人國
旗、區旗倒轉好好玩，但你是立法會議員，你不是細路哥。」故此，她
認為，議事規則在今天已不太適用，並認為既然已有此「經驗」，立法
會主席和秘書處要想想如何處理問題，以符合立法會的莊嚴。

立會淪「俱樂部」
要諗計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社會上出現
「港獨」主張，有人認為這是年輕人不認識
中國歷史所致，認為須讓初中中史獨立成
科。范徐麗泰認同有關說法，認為中史應連
貫去修讀，希望最起碼初中三年有150課時
或以上去講中史，才有連貫性。另外，她亦
提議改善教法及考核方式，以真正鼓勵學生
修讀中史。

應誠心推廣 非「監人去讀」
范徐麗泰指出，中史現時教學方法較枯燥，

但年輕人較活潑，希望可改進教法。她又說，
在現今教育制度下，中史在高中不是必修科，
在考大學、科科都要高分的前提下，中史卻有

不易高分的問題。她表示，中史要考三次三小
時的考試，但經濟科只須兩次三小時的考試，
變成大家不在同一平台上。雖然認為局方有其
理由，但范徐麗泰認為，特區政府應誠心誠意
推廣中國歷史，不是「監人去讀」，而是將學
中史的時間定下來、教中史的方式改進，令學
生對這科有興趣。
她表示，其勵進教育中心也做了不少事去
鼓勵年輕人讀中史，包括本月尾將向10名在
文憑試中史科考取5**、並在大學修讀歷史
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另外其中心網站亦設有
網上補習，教導學習中史的要訣，及設有獎
問答，學生累積一定分數，可以換書券，甚
至參加遊學團等。

中史應獨立成科 倡改教法免枯燥

■曾鈺成
認為，教
師應向學
生 說 明
「港獨」
是 違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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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麗泰直斥「港獨」分子「無知識、無常
識」，經常在網上生活，對現實世界、國際情況不
理解，不知道自己對香港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資料圖片
■范徐麗泰認為，是次釋法是以「雙邪」帶頭的「港獨」分子逼出來的。圖為大批市民參加「反港獨、撐釋法」大集
會。 資料圖片

■范徐麗泰認同
讓初中中史獨立
成科。圖為香港
初中生上中國歷
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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