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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齊做五星紅旗護旗手
斥暴徒辱旗踐踏14億人民情感 倡以正壓邪讓國旗高高飄揚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到警總慰問警察，支持警隊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高鈺）坊間通識教材質
素參差，被市民質疑部分偏頗教材會毒害年輕學子。教
育局日前宣佈為已出版的高中通識「教科書」提供自願
性專業諮詢服務，改善教材。新界校長會及教聯會歡迎
有關做法，認為當局的把關有助提升書本質素。經民聯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認為，自願專業諮詢只觸碰了通識
科問題的皮毛，認為至少應讓教科書送審，取消通識科
必考、必修和必答題，恢復讓學生「學得開心」的初
衷。
通識科旨在讓學生客觀中立地多角度思考當代議題，

培養積極人生態度，然而失德「黃師」近年不斷利用通
識科不設教科書審批制度且教材無監管的漏洞，以誤導
及激化年輕學子思維，令社會各界對科目或淪為「政治
洗腦工具」深感憂慮。
擾攘多時，教育局終「特事特辦」，日前宣佈推出自

願性專業諮詢服務，為已出版的高中通識「教科書」提
供專業建議助其優化，有7所出版社表態參與。長遠教局
亦會考慮通識科課本送審的可行性。

新界校長會認同教局做法
新界校長會昨日發聲明，認同教育局的做法，認為此

乃對教育負責的表現，並促請局方馬上開展工作，以確
保香港教育質素。
該會強調，近日連串社會事件，觸發各界對香港教育

的關注，尤其發現部分雖已出版，卻未經教育局審閱的
高中通識「教科書」，出現未符學校期望之內容，令人
擔心有機會對年輕人造成誤導及不良影響。

教聯會同倡研設送審機制
教聯會回應指，目前通識書不設送審致令質素良莠不

齊，過去更多次被發現出現資料錯漏、取材粗疏、陳述
偏頗和不符事實等問題，容易誤導師生，使其錯誤理解

有關概念，影響教與學的成效。
該會歡迎教育局專業諮詢服務的做法，認為由當局把關可確保通

識書內容準確和客觀，冀局方鼓勵更多出版社參與，並盡快擴展至
初中通識書。而為確保課本質素，教育局也應考慮設立通識教科書
送審機制。
不過，已跟進通識科10年的梁美芬則表示，問題出現10年才等
到教育局的「自願專業諮詢」，不會收貨。她直言，「自願專業諮
詢」只觸碰通識科問題的皮毛，是「有姿勢，無實質」，且通識教
師可以不跟教科書，自行製作教材。
她認為局方至少應該要求教科書送審，同時取消通識科必考、必
修和必答題，更要履行監管責任，監管老師教育質素和通識教學範
圍。
梁美芬還提到，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家長對教師或課程如有不

滿想投訴，往往要面臨很大的心理壓力，包括擔心自己子女在學校
會被針對，而且舉報過程很複雜。她認為教育局應該加強對教師的
監督，而非只將舉報的責任交給家長和學生。

港島聯赴警總撐警止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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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暴
徒惡行已嚴重威脅到市民大眾的
生命與財產安全，全靠香港警隊
無畏無懼盡忠職守。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港島聯）昨日到灣仔警
總集會聲援警隊。該會強調，警

隊是市民生命與財產安全的最強
保障，強烈支持警隊嚴正執法，
也支持特區政府採取任何有效措
施止暴制亂。
昨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港
島聯理事長蘇長榮聯同該會首長

及屬會代表逾二十人前往警總集
會。他們拉起「向香港警察致
敬」的橫額，同時手持「保護香
港，警察加油」等標語，並送上
物資為警隊加油。

蘇長榮感謝警隊保護市民
蘇長榮表示，暴徒近來不斷肆

意破壞社會秩序，更將暴力行動
不斷升級，嚴重威脅到市民的生
命與財產安全，他對此感到非常
憤怒。該會強烈譴責一切暴力行
徑，同時對警隊盡忠職守，不辭
勞苦、無畏無懼地保護香港市民
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代表230多個
屬會和逾18萬會員送上由衷的感
謝。
他續說，面對暴力示威活動，

警隊展現了高度專業的能力及捍
衛法治的精神，港島聯對此致以

由衷的敬意。他強調，港島聯必
定全力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恢復
社會秩序，並呼籲香港社會支持
警隊執法，支持特區政府採取任
何措施止暴制亂。

葉建明盼速回復良好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港島聯常務副

理事長葉建明指，連串暴力已嚴
重衝擊香港的營商環境，也打擊
了香港的各行各業，長此將會是
市民大眾一起「埋單」，希望香
港盡快止暴制亂，回復良好的營
商環境。
集會期間，港島總區副指揮官
呂錦豪總警司會見了港島聯代
表，強調警隊會盡全力恢復社會
秩序。港島聯向他送上了「嚴正
執法 止暴制亂 盡責公義 守護
香港」錦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日大批黑衣暴徒在香港屯門、元朗、
青衣以及沙田等地聚集，踐踏燒毀國
旗，破壞公共設施，毆打無辜市民，
向警車投擲燃燒彈，更企圖搶奪警員
佩槍。連日來，各界人士及團體紛紛
發聲對暴徒暴行予以強烈譴責。昨
日，再有一批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團
體強烈譴責激進分子暴力辱國的行
徑，表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以恢復
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法治。

籲認清暴行嚴重危害社會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表示，香港是

一個包容的社會，法治是基石，大家
可以有不同的政見和看法，但都不接
受暴力。他看到上周末暴力不斷升
級，感到心痛，反問為什麼我們不能
好好地和平理性去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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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徒暴行變本加厲，已經與恐怖主義
襲擊毫無區別。特區政府必須採取
更強有力法律手段止暴制亂，包括
盡快實施緊急法、推出禁止蒙面

法，全力支持警方制止暴力，早日
平息亂局、恢復治安。
全國政協委員張勁表示，極端激進

分子暴行危及廣大市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穩定，挑戰國
家主權，對此予以嚴厲譴責。他呼籲
廣大香港市民在當前時期應提高安全
意識，注意人身安全，時刻保持清
醒，不輕信傳言，並認清暴恐行為對
社會的嚴重危害。

斥圍攻市民如恐怖分子
全國政協委員李胥表示，香港是法
治社會，堅決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
亂。所有違法的暴力必會受到法律的
制裁，奉勸所有參加暴力的人要懸崖
勒馬，不要把自己的前途當賭注，不
要再為內外的反對勢力所利用。
全國政協委員魏明德表示，暴徒焚

毀國旗的舉措更是挑戰了國家權威，
對「一國兩制」造成衝擊。香港社會
務必反思一連串暴力行為對香港帶來
的影響。他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協
力抵制一切暴力活動。
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表示，暴徒

圍攻市民，攻擊警方，對不同意見

者懷有「殺心」甚至落實於行動，
早已和恐怖分子無異。還在為暴徒
辯護的政客傳媒，是想把香港推進
人人自危無法回頭的絕境。
全國政協委員胡劍江指出，暴徒在

上周末的種種暴行，目無法紀、令人
髮指，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危害市民
人身安全及社會設施與秩序，對「一
國兩制」及國家主權嚴重挑釁。他對
此作出最強烈的譴責。
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表示，譴責

所有暴力行為，希望政府以及警方
繼續盡最大努力防止暴力行為、平
亂，以及對犯罪行為進行調查以及
拘捕。他表示，無論持什麼政見，
都希望市民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

批煽動指使暴行其心可誅
全國政協委員姚珏表示，不斷升

級的暴力對於一個標榜法治的城市
無疑是莫大諷刺，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是當務之急。政府應當充分運
用法律的工具，盡快恢復社會治
安，使香港重返正軌。
全國政協委員高彥明表示，當前

人心思穩、香港思安，已經到了必

須止暴制亂的時候。相信港府一定
能夠解決市民關切的問題，作為香
港市民一定要站出來，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維護香港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葉建明表示，止暴

制亂，已經成為迫在眉睫之事。他
表示，暴亂背後的指使者、煽動者
其心可誅。應該運用法律的武器，
查出幕後黑手，依法嚴懲不貸。
全國政協委員龔永德表示，暴徒

暴行不斷升級，除了縱火和破壞港
鐵設施外，暴徒還襲擊政府官員座
駕及企圖搶警槍！這些暴行，我們
必須嚴厲譴責。作為一個在獅子山
下長大的香港人，堅決支持政府盡
快止暴制亂。
另外，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

會、雲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等
昨日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目無法紀
的暴徒侮辱國旗，破壞港鐵，毆打
普通市民等惡劣行徑，將會堅定支
持警方執法，止暴制亂，恢復香港
秩序。呼籲社會各界認清亂港分子
的本質，堅決向暴力說不，堅定支
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支持特區政
府採取果斷措施止暴制亂。

暴徒搶槍毆民 政協委員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昨日指出，少數

激進暴力分子公然踐踏、侮辱國旗，肆意丟棄燃燒，這種嚴重違法行

徑，褻瀆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踐踏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絕不答應！在接下來，大家都要做五星紅旗

的「護旗手」，以正壓邪，讓五星紅旗在港九新界高高飄揚。 ■香港菁英會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第十二屆執委會暨學界菁英第三屆就職典禮昨日在港舉行。

■■陳冬致辭陳冬致辭。。

香港菁英會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第
十二屆執委會暨學界菁英第三屆就職

典禮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
派員謝鋒，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香港社會
各界嘉賓、菁英會會員近千人出席。

暴徒辱旗褻瀆國家民族尊嚴
陳冬致辭時說，再過幾天就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普天同慶的日子，首都北
京將舉行盛大的閱兵和慶祝活動，包括香港
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都翹首以盼，期待這個

莊嚴時刻的到來。回顧70年來國家天翻地
覆的變化，我們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愈發
感受到民族復興的強烈信心，愈發感受到偉
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
他指出，當前，香港街頭的暴力活動仍未
平息。就在上個周末，少數激進暴力分子公
然踐踏、侮辱國旗，肆意丟棄燃燒。這種嚴
重違法行徑，褻瀆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踐
踏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中國人民絕不答應！
他說，在香港，國旗象徵着國家主權，

是「一國」的標誌。激進暴力分子踐踏國

旗，就是踐踏14億人民的情感；他們把國
旗丟下海，就是企圖將香港「一國兩制」
推下海。對此，我們必須明辨是非，愛恨
分明，絕不能無動於衷。在接下來的日子
裡，我們大家都要做五星紅旗的「護旗
手」，以正壓邪，讓我們的五星紅旗在港
九新界高高飄揚。

囑青年挺政府止暴制亂
陳冬稱讚菁英會是愛國愛港青年團體的

一塊「金字招牌」，他提出兩點希望與大
家共勉：一是繼續帶頭支持特區政府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當前，香港正經歷回歸
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都在為盡快走出困局而努力。香港是文明
社會、法治社會，而暴力是文明和法治的
天敵，只能製造紛爭與仇恨，不能解決任
何問題。希望大家一起行動起來，全力支
持警方嚴正執法，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
二是不斷努力服務青年發展，培養青年人

才。希望大家更加緊密地配合林鄭特首和特
區政府，在交流實習、就業創業、參政議政
等方面，做更多服務青年、培養青年的工

作，讓青年一代重拾信心，讓愛國愛港傳統
薪火相傳，讓「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
陳冬最後表示，上周五，習近平總書記

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
大會上再次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中央始終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香港
社會同樣不能忘記「來時的路」。只要我
們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我們
就一定能夠走出困局，推動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