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秋北指教科書「去殖」有理 批反對派炒作
有報道披露今年
歷史課本送審報
告，其中多本教科

書稿中描述香港及內地關係的字眼被評
為「措辭不恰當」，包括「中國堅持收
回香港主權」、「香港位於中國南方」
等，反對派即借題發揮，竟聲稱這是
「篡改教科書」。工聯會新任會長吳秋
北在facebook發帖批評反對派炒作事件
（見圖），並解釋類似的舊表述沿自殖
民統治時代，有自外於中國的前設。目
前，香港要加強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就
必須將這些舊表述改正過來，「知識要
更新，殖民意識要清除」，這是很顯淺
的道理。

與時並進 切合學習需要
有線電視新聞節目較早前報道，負責
評審歷史教科書擬定稿、由教育局科目
專家、前線教師、大專學者等組成的評
審小組，今年將多本教科書中包括「香
港位於中國南方」、「中國收回香

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及
「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等過往「一
直沿用」的句子評為措辭不恰當，而報
告並無解釋原因。
教育局當時回應指，隨着時代演變和

資訊發達，教科書要與時並進，以切合
學生的學習需要；評審準則包括課本內
容是否符合課程目標及立論是否持平
等。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則表示，教科
書有送審機制，而相關機制已沿用多
時，毋須過分解讀。

毒媒自曝無知 立心不良
不少反對派中人就以為「執到寶」，

紛紛借題發揮。「香港眾志」就發起聯
署聲明行動，稱課本評審小組以空泛詞
句「推翻學界昔日就教科書內容的共
識」，「大肆篡改」教科書字眼，「意
圖掩蓋政治事實和歷史真相」，「予人
迎合中國教育部的中史觀點之感。」其
同路人《蘋果日報》，當然配合大肆攻
擊教育局。

吳秋北昨在fb上載帖子，形容這是反
對派毒媒體策動的新炒作，「毒媒如獲
至寶，以為可以大撈一筆，殊不知這更
曝露了這些媒體的無知，實在醜態百
出！毒媒立場先行，居心叵測，立心不
良，並且自我固化過時陳舊觀念，毒害
社會，毒害學子。」
他舉例道，「（課本表述的）『香港

主權移交中國』所以謬誤，在於香港何
來有自己的主權可移交？香港的主權本
就屬於中國。『香港位於中國南方』表
述會有歧義，令人有和中國並列的理
解。如改為『香港是中國的南方城市』
就準確一點……其他對知識性更新的炒
作，就不值一駁了。」
吳秋北強調：「我們要加強青少年的國

家意識，再沿用過去殖民統治時代的表述
就是不妥，必須改過來。舊的表述就有自
外於中國的前設，所以不能接受。」
他嘆道：「香港受過百多年殖民統

治，一般有或多或少都會被殖民意識奴
役和荼毒，但只要虛心學習，便能擺脫

毒害。只是作為媒體，有意維護殖民
意識，卻是罪大惡極！知識要更新，殖
民意識要清除，這本是顯淺的道理，但
毒媒就怕民智開化，就要愚民抗共抗
國，這是其詭計和利益所在，卻是以學
子和社會利益為代價，這必須予以揭露
和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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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曉陽今宣講憲法基本法
建制派議員：有利「一國兩制」準確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原主

任委員喬曉陽昨日抵港，準備出席今日特區政府的國事系列

講座，以及明日的基本法頒佈28周年研討會。他表示，此

行是來宣講憲法，包括與公務員交流一些憲法條文。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指出，喬曉陽是基本法專家，由他向香港各界講

述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有助「一國兩制」準確落實。

■吳秋北批評反對派炒作事件。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網訊，
4月19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辦內會見了來
港出席「江蘇文化嘉年華」活動的江蘇省省長
吳政隆一行。
王志民對吳政隆一行的到來表示歡迎，對江
蘇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和與香港合作呈現
出的良好態勢表示祝賀，並預祝在港舉行的文
化嘉年華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吳政隆介紹了江蘇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下一

步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考慮，表示此次在港
舉辦「江蘇文化嘉年華」，是江蘇首次在境外
舉辦以文化為主題的大規模交流活動，希望以
此加強蘇港人文交流，增進兩地民眾相互了
解。
雙方還就利用蘇港合作機制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深化兩地青年、教育、科技創新
領域合作等進行了深入交流。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參加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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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會見
吳政隆（左）。

王志民會見吳政隆
冀增蘇港交流

立法會行管會決定
不向被「瀆誓四丑」追
討薪酬。一直追擊小麗

老千（劉小麗）的「無敵神駒」仇思達即
刻出帖向對方「追數」，要求佢立即兌現
選舉承諾，捐出毋須償還的9個月的人工
的一半之剩餘尾數，及提供相關單據予公
眾查閱。有網民就批評，人無信而不立，
而佢「口講有拖無欠，實際一定唔會
畀」。
小麗老千曾經喺選舉時講過，一旦當選

就會每月捐出議員薪酬一半，在九龍西成
立服務長者的義工隊。
不過，她在當選後，經「神駒」等網民

「追殺」後，就公開話自己已經捐咗兩個
月。不過，其後就冇晒聲氣。
有人同佢spin，話佢因為被DQ，要向立

法會回水，所以唔捐住。浸會大學宗教及
哲學系高級講師陳士齊（齋Sir），更喺網
台節目話小麗老千已經捐咗4個月嘅一半
人工，仲攞住疊紙揚吓揚吓，話呢啲就係
「單據」喎！

「等咗一個月 毛都無條」
好啦，行管會決定唔追嘞，咁有錢啦？

「神駒」就又開帖追數。網民「Endrew
Cheung E」就鬧爆齋Sir：「陳士齊話：
『已經睇過晒捐款證據』，而且信誓旦旦
話『會將最少一兩幅相（證據）放上
網。』……等×左（咗）一個月，毛都無
條？」
「Simon Fong」批評：「人無信而不

立。何況佢份糧仲係公帑。」「Milk
Tea」直指：「小麗老千尤（猶）如無良僱
主，口講有拖無欠，實際一定唔會俾
（畀）。」「HF Lam」也道：「一講錢即
時現形，乜×嘢民主自由，人權民生，我
呸！」
有人就建議落區追擊佢。「Louis

Yen」道：「除非一世唔食政治飯，如果
唔係追到佢姑婆本都無埋，如果唔係個
個×講政綱都得啦！」「MW Cheung」
就教路：「如果想親自去問佢，我會好建
議去太子b出口，好多時見佢都擺位，而
小麗老母就會坐開一二面去食佢黯然飯團
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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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路仔嘅心靈需要
小心照顧，一不留神
俾啲「怪叔叔」、

「怪哥哥」嚇一嚇就唔抵啦！好似社民連
成員陳皓桓咁，為咗恐嚇市民，阻撓國歌
法本地立法，最近拍咗條話係國歌法「街
頭諮詢」嘅片，實際就不斷提出啲極端情
況嚇啲細路仔，好似當佢問到一個細路如
果阿媽「唔識唱國歌就會坐監」會點，個
細路驚到話無理由要佢做孤兒，好彩佢阿
媽就喺隔離啫，返到屋企真係要好好PG
家長指引！

扮「諮詢」誤導「唔識唱犯法」
反對派為反對國歌法本地立法，可謂

無所不用其極，經常用上情況極端、不
符事實嘅偏頗「例子」嚟達到恐嚇市民
嘅目的。洋名「Figo Chan」嘅陳皓
桓，就喺條片入面專揀啲唔夠秤嘅細路
仔學生妹做「諮詢」。
個「諮詢」結果都幾一面倒，都係對
國歌法本地立法抱懷疑態度，可能啲支
持意見俾人大刀一剪飛咗去資源回收桶
啦，但更有可能係成個「諮詢」充滿誤
導！
例如當佢請啲細路唱兩句國歌嚟聽

吓，喂大佬叫細路上鏡拍片已經唔容易
啦，仲要佢哋唱歌，仲唔怕醜死咩？當
啲細路靦靦腆腆唱咗兩句就停嘅時候，
佢就話人「唔識唱」、「無跟音調」、

「無跟節奏」，就已經「犯法」喎。
不過，根據特區政府嘅本地立法建議

文件，一個人如果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
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
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咁先算犯
法，陳皓桓咁講仲唔係靠嚇？
陳皓桓仲問到佢哋「專登立法規管教

國歌」同埋「設立國歌課程」合唔合
理。睇返建議文件，第十一條就寫
「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了解國
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禮
儀」，都無話到有課程，而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都講過，特區政府
唔會干預學校制定嘅國歌教程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賤招阻立國歌法 社民連恐嚇細路
�&

喬曉陽初步行程
■今日（4月19日）
上午：出席特區政府的國事系列講座，為問責官員及高級公務
員講解憲法和基本法

中午：前往禮賓府與特首林鄭月娥午宴

下午：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

■明日（4月20日）
上午：出席基本法頒佈28周年研討會，預料會作約一小時主題
演講

■未來一周
預料會參觀西九文化區、高鐵西九龍總站及港珠澳大橋等新基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喬曉陽昨乘船抵達港澳碼頭，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

忍光到場迎接，其後前往位於金鐘的

下榻酒店。他表示，自己此行是來宣
講國家憲法，包括應特區政府邀請，
與公務員交流一些憲法條文，並應香

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邀請，出席基
本法研討會，內容也是主要圍繞憲法
的實施情況。

出席國事系列講座
他坦言，自去年香港回歸20周年
後，自己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
港，希望看看香港的新設施及新面
貌，同時會與一些老朋友見面。被
問到此行是否為了推動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他重申此行只是
來交流憲法。
喬曉陽今日上午會到政府總部，出

席特區政府的國事系列講座，為問責
官員及高級公務員講解憲法和基本
法，部分行政會議成員也會出席，中
午前往禮賓府與特首林鄭月娥午宴，
其後到立法會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
面。
明日，他會出席由香港基本法推介

聯席會議主辦的基本法頒佈28周年研
討會，預料他會作約一小時的主題演
講。他屆時會和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趙建凱等為研討會主禮，

主講嘉賓還包括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等。
喬曉陽會在香港逗留約一星期，據

悉會拜訪中聯辦，並參觀西九文化
區、高鐵西九龍總站及港珠澳大橋等
新基建。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喬曉陽熟

悉香港情況，也是基本法的權威，是
次來港交流有助香港公務員加深了解
基本法。

張國鈞盼正本清源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表示，喬曉陽

是次來港向公務員講解憲法和基本
法，將有助香港公務員更進一步認識
基本法的初心，而香港的反對派與
「港獨」分子不斷歪曲基本法的意
思，希望喬曉陽此行能正本清源。
工聯會副理事長麥美娟指出，喬曉

陽此行會講解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區
政府及社會任何階層人士都會帶來正
面的影響，惟有些「假裝睡覺的人」
如何也「叫不醒」，解釋再多都不肯
接受，令人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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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在fb發帖，批評反對派炒作事件。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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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會見吳政隆。

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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