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史五千載 勿拗一兩事
楊潤雄：諮詢僅是課程大綱 難巨細無遺羅列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教育局近日就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程展開第二

階段諮詢，但別有用心者卻將文件未有列明的一些歷史事件而借題發揮。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明，是次諮詢只是一個課

程大綱，難以巨細無遺地列出每一件事件，質疑有人刻意將一兩件個別事件是

否羅列在內而大做文章。他強調從歷史角度或教育角度出發，有些事件在國家

5,000年歷史中重要性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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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昨日出席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回應
施政報告的教育措施。多名議員在會上質

問為何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程文件大綱未列明一
些近現代史的敏感課題。楊潤雄解釋指，每個
人對歷史事件都有不同看法，有些事件在國家
5,000年歷史中，從歷史角度或教育角度而言，
其重要性會相對較低。

老師可自主教授輔助教學
他強調：「昨日（前日記者會）講的中史課
程，是希望將國家5,000年歷史，用有系統方式
提出來，無謂就一兩件個別事件是否在內而去做
文章」，並重申雖然課程大綱沒有寫明有關事
件，但老師可自主選擇是否教授，輔助教學。
楊潤雄多次強調，作為中國人，學生要對自
己國家有全面及完整認識，過去也有學校用其
他方式去教授，例如中西史合併，局方容許學
校彈性處理，在短期內繼續以現行方式教授，
長遠再達至初中中史獨立成科。
他又指，教育局對諮詢文件持開放態度，歡
迎社會表達意見，下一階段會收集專業人士意
見，再交回專責委員會研究是否有需要調節課

程綱要。

一味灌輸反面看法不負責任
有反對派議員多番刻意將中史科抹黑為「洗

腦教育」，楊潤雄反擊指，本港有專業的教
師，不會實行到所謂的「洗腦教育」，並指教
師要在課程內令學生認識國家不同方面的發
展，便要提供機會予學生認識國家，「很難話
點樣才叫做好，但如果你連機會都唔畀，只是
一味灌輸反面（看法），這就是不負責任。」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補充指，諮詢文件

只是一個以中史為主軸的課程框架，會涉及香
港的角色、與香港有關係的事件等，而非一個
完整的香港歷史。
她舉例指，中三中史課程包含新中國成立至

1978年間的內政及外交，當中會提及「文化大
革命」的成因、經過與影響，「這就是從歷史
角度去揀選一些（合適的）歷史事件。」
康陳翠華前日於記者會上提到不會將「雞毛

蒜皮」事件放進課綱，因中華千年歷史難以巨
細無遺放進課綱，言論卻惹來爭議。
她昨於會上承認當時解釋時或用詞不當，但

強調自己無意貶低個別歷史事件。

張國鈞促助非華語生學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發言時指，支持在

2018/19學年落實中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
科，但他關注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史科的困難。
有非華語學生佔三分二的學校向他反映，老

師要向這批學生教授中史並不容易，期望當局
提供足夠的支援。楊潤雄回應指，特區政府積
極推動社會共融文化，實際上如何支援需要研
究。
康陳翠華指出，專責委員會將另外成立工作

小組研究如何調適課程內容，讓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史，由於學生的學習差異太大，故或會鼓
勵學生透過故事書、走出課室等方法學習中
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前日
發表初中中史課程修訂第二階段諮詢文件，就
坊間有意見稱課程大綱未有列明近現代史的一
些敏感課題，質疑有「政治考慮」。教育界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表示，看不到有政治因素影響
課程修訂，亦不認為中史成了「政治灌輸」的
科目。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課綱已有不少篇
幅談及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有助學生知道國家
一路走來並不容易。教聯會則指最新修訂稿方
向大致正確，期望局方落實時加強對前線教師
的支援，共同打造生動有趣的中史課。
葉建源及何漢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討論中
史課程修訂第二輪諮詢文件。葉建源指以往的
課程改動很少人理會，直至近年一些人開始關
心政治會影響中史的修改，有關課程諮詢才獲
關注，「但整體上感覺見不到有政治因素影響
修訂」，亦看不見出現「政治灌輸」的情況。

「講得赤壁就講不到草船借箭」
至於課綱中建議，中一及中二教授古代至清
朝歷史，中三則教授近代與現代史，葉建源認
為目前比例或將清朝以前歷史過於壓縮，「正

如三國時代縱然精彩，但若只有一節（課
時），講得赤壁就講不到草船借箭。」相比之
下近代史時間則比較長，認為在相關時間分佈
上仍有調節空間，例如考慮將更多清朝課題放
到中三級，放寬中一及中二級有更多時間。
何漢權指出，中史老師的強項在於說故事的

能力，上述提及的三國故事，以至今次文件中
加入如荊軻等歷史人物的延伸部分，都能讓中
史科增添趣味。不過，他認為是次諮詢文件仍
有調整空間，應以「學生為本，教師教學」大
原則為調整方向。至於坊間質疑一些敏感的歷
史事件未有列入課綱，何漢權認為「食飯都要
食全部」，建議可將之用附件形式納入課程，
交由老師自行按情況決定是否教授，相信有關
做法大家較能接受。

何漢權：個別事件可列附件
何漢權又表示，明白一些教師或會擔心未必

有足夠課時教授全部內容，但坦言難以強求教
完，因此加入選教及延伸部分的做法亦屬合
理。
教聯會認為，是次「古今並重」的修訂原則

值得肯定，惟新課程將遠古至清末的政治和文
化史內容，濃縮在中一、中二級教授，教師為
求追趕教學進度，預計跳過或略教的情況仍會
普遍，建議局方必須確保所有學校每循環周有
兩節課教授中史，讓教師有足夠的課時完成課
程。
此外，教聯會認為目前香港史所佔課時比例

與內容等安排合理，而個別歷史事件在整個歷
史進程中，只佔很少的部分，可留待教師因應
校本情況，自行決定是否教授相關議題。
文化史方面，教聯會指最新修訂稿刪減了文

化史的課時，相信有助減輕教師的教學壓力，
但部分課題如石窟藝術、明代的國防建設與都
城建築等仍偏向艱深乏味，期望當局進一步作
出優化。

教聯會促增資源助教師應對
教聯會促請特區政府增撥資源，加強中史科

相關師資培訓，並建議教育局設立專責人員，
或直接向學校提供聘請教學助理的津貼，負責
製作配合課程更新、可供教師使用的電子學習
教材，協助前線教師迎接課程修訂的挑戰。

連反對派議員都話：
不見「政治灌輸」

■楊潤雄昨出席立法會委員會會議。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今日繼續討論「一地兩檢」
的無約束力政府議案，被問及「一
地兩檢」會何時開始「三步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她希望不
需要作這個決定，而希望今、明兩
天立法會的辯論中，能夠通過支持
特區政府在西九龍總站，為即將在
明年第三季開通的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進行「一地兩檢」，而這個

時間表將可以配合政府稍後啟動
「三步走」。
至於「死線」是何時，林鄭坦
言，要看情況發展，「但是都不會
有一段很悠閒的時間來慢慢等立法
會通過動議……事實上我們很快要
進入啟動『三步走』，逐步吧，而
去到最後一步，其實又會回到立法
會通過本地法例。」

林鄭：「三步走」視情況決定「死線」

■■林鄭月娥昨於會展出席商界聯席午餐會林鄭月娥昨於會展出席商界聯席午餐會，，並發表演說並發表演說。。

此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的「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成就展，日前於遼寧瀋陽結
束了10省、市、自治區的巡展，全國多地的各界觀眾共約55萬人次
參觀了本次巡展。其中參加巡展的匯聚全國各地人民心跳和對香港祝
福的「同心圓」裝置，直至展覽結束，心跳數字定格在1169929，成
為香港同胞和內地同胞齊心協力、攜手合作，一起為國家和香港發展
貢獻力量的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兩 地 同 心

特首林鄭月娥昨天澄清，她早前接受媒體
訪問時所說的80萬個出租公屋單位不是公屋
建屋目標或「封頂」，未來建屋量相比長策
只會有增無減。公屋是基層市民的重要生活
保障，特首的解釋有助釋除公眾疑慮，顯示
政府照顧基層的一貫立場。缺乏土地是本港
房屋問題的癥結所在，未來無論增建公屋，
還是推出綠置居等置業為主的資助性房屋，
社會各界必須以市民整體利益為重，理性探
討，凝聚共識，群策群力，解決土地供應的
難題，支持政府的房屋政策，造福市民。

據媒體報道，林鄭月娥早前受訪稱，80萬
個出租公屋單位足夠應付基層家庭需要，傾
向將新建公屋轉作綠置居。這一說法引起社
會極大關注。她昨天澄清指，她當時討論的
是房屋政策概念問題，不是為公屋數量訂出
目標或上限，房屋供應會以長遠房屋供應策
略為基礎，不存在「走數」或「不尊重長策
訂的建屋目標」。她認同公屋是保障基層住
屋需要的安全網，政府會致力縮短輪候時
間，重申綠置居只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
目的是為有能力而希望置業的公屋戶提供置
業階梯向上移。林鄭澄清了報道對政府為公
屋數量「封頂」的誤讀，市民不必擔心政府
因為推出綠置居而停建公屋，更不存在「政
府逼人買樓」的問題。

面對長期困擾香港的住房問題，林鄭月娥
提出「以置業為主導」，打造環環相扣的置

業階梯，在現有的居屋之下增加綠置居，在
居屋之上新增「首置上車盤」，得到社會的
普遍認同。不過，要落實幫助市民「上
樓」、「上車」，土地供應始終是核心。房
委會8月的最新數字顯示，公屋申請總數高
升至27.8萬宗，一般申請者的公屋輪候時間
平均為4.7年，重上去年年底的高位。在公屋
供應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把原有公屋用地起
綠置居，難免顧此失彼，公屋輪候的隊伍可
能越來越長，市民的關注可以理解。但問題
的核心，無論是公屋、綠置居，還是首置上
車盤，歸根結底，還是要面對地從何來的問
題。

其實，香港並不缺地，只是拓地建屋牽涉
錯綜複雜的利益，例如綠化地、郊野公園不
能動、不能填海，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遭拉布
狙擊，土地改劃遭人以司法覆核阻延，以致
公營房屋供應未能達標，私人市場樓價屢創
新高，貴絕全球，普羅市民一是望樓興嘆，
一是淪為「樓奴」。

香港需要更多土地，興建更多房屋，這個
道理大家都明白。拖慢土地供應，必然減少
房屋供應，增加樓價和租金的上升壓力，受
苦的是普羅大眾。為了市民的福祉着想，社
會各界包括立法會議員應言行一致，勿再說
一套、做一套，必須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府拓
地建屋，共同解決房屋問題，回應市民殷切
的住屋需求。 （相關新聞刊A9版）

滿足房屋需要 須增土地供應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審議將國歌法列入港澳特區基

本法附件三的決議案。近年香港一再發生不尊重國歌
的事件，令國家形象受到損害，令香港蒙羞，與十九
大報告關於「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
精神」的要求背道而馳，反映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在香港實施，具有迫切性和現實重要性。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案後，香港要加快本地立法，填
補法律空白，從而提升港人尊重國家民族的意識，杜
絕冒犯國歌的醜行重演。

國歌和國旗、國徽都是國家的象徵，受到國人尊重
天經地義，香港市民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即使目前香港沒有國歌法，但在奏唱國歌時，保持應
有的禮儀和敬意，是作為中國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可
惜，本港少數人受分離國家思潮影響，家國意識淡
薄，甚至對國家抱有抗拒敵視情緒，屢屢在一些公眾
場合奏國歌時，肆無忌憚作出喝倒彩等不尊重國歌的
行為，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和社會價值底
線，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

前年，因有球迷噓國歌，香港足總被國際足協罰款
1萬瑞士法郎。本月10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亞洲盃
外圍賽有球迷噓國歌，香港足總昨日又遭亞洲足協嚴
厲警告。球迷噓國歌，連累香港足總兩次受到警告和
處罰，說明國際足壇也不認同香港少數人不尊重自己
國歌的行為，希望通過懲處，引起全香港對問題的重
視，希望港人尊重自己的國歌，不要再在國際上丟人
現眼。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

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
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中央殷切期盼
港人熱愛國家，與國家同心同德，更好地把握國家發
展的機遇，實現共贏發展。尊重國歌、國旗、國徽則
是「共擔」與「共享」的最起碼體現和前提。

在香港特殊的環境下，要增強港人的國家意識和愛
國精神，必須多管齊下，既要加強弘揚愛國精神的公
民教育，尤其要注重培育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
和榮譽感；又要以法律規範港人對待國家象徵的行
為，幫助港人自覺樹立尊重國家、熱愛國家的意識。
國旗法和國徽法早已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完成
相關立法程序。本港有人曾經因為焚燒國旗，被判監
4個半月。從此再沒發生過港人大規模侮辱國旗的行
為。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年，如今國歌法作為全國
性法律正式生效，不僅應按慣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成為港人必須遵守的法律，更要加快本地立法，以便
有清晰的法律依據處理侮辱國歌行為，可作出具阻嚇
力的刑罰，以儆傚尤。

國歌法本地立法勢在必行，但本港又出現國歌法須
經公眾諮詢、擔心有追溯期、執法難等眾多似是而非
的說法和理由，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阻礙國歌法
盡快進行本地立法，延長法律真空，令侮辱國歌「無
王管」。國歌法立法是世界慣例，人大決議案沒有提
及追溯期，國歌法本地立法不容拖延，拋出種種借口
圖阻礙立法，只能證明有人心無國家，不尊重「一國
兩制」。這種違背香港主流民意和整體利益，阻礙國
歌法本地立法的圖謀一定不會得逞。

侮辱國歌令港蒙羞 本地立法須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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