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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小學常識科教師在小學二年級的網
課中，稱鴉片戰爭的起因是英國人想幫當時
大清國民禁煙，完全將是非黑白顛倒，幸得
有家長旁聽才揭發事件，引起社會譁然。未
幾，網上又有家長群組揭發一本中學中國歷
史的教科書中，涉嫌引導學生錯誤理解鴉片
戰爭的禁煙民族英雄林則徐，試圖將鴉片戰爭發動的責任推
卸在林則徐身上。究竟今時今日教師的專業性何存呢？
該本《現代初中中國歷史》的教科書，由現代教育研究社

出版，作者之一還是一名現職中學副校長，該書在講述鴉片
戰爭的章節中，加入一題名為「如何評鑑歷史人物」的問
題，以筆者作為一位中史教師的角度而言，評鑑歷史人物的
題目在歷史科中其實並不罕見，但其資料的提供和運用卻是
設題的關鍵。
題目資料一首先引述一篇林則徐要求英商交出鴉片的文言

文「諭帖」，內容以文言文出題，對於初中學生而言，本身
已經有難度，加上現在是中國歷史科，並不是中文科，考核
的重點本來就不應以學生的中文水平作為分界，此為第一個
問題。繼而，此資料屬於一段敘述性質的文字，對鴉片戰爭
的發起並無任何立場。
相對於題目中的資料二，一段來自教科書作者「整理」出

來的英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所著的《追尋現代中國》的白話
文，當中提到「一旦禁煙，將嚴重損害英國的利益」、林則
徐「輕率地單方面嚴禁鴉片，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做法」等等
具有明顯歷史觀點的句子。最後要求學生根據以上兩則資料
及就你所知，評價林則徐禁煙手法是否明智。

筆者專門從網上搜尋到《追尋現代中國》的中英文版本，
但從原文中卻沒有看到史景遷教授對林則徐禁煙評價為不明
智的說法，這可能是教科書作者自己「整理」出來的意思。
再者，從這一條評論歷史人物的題目資料中看，只有支持
「不明智」的資料而沒有反對「不明智」的，這條題目有否
傾向性，看倌應該心裡有數。
根據教育心理學家布魯姆提出的認知領域的教育目標分類

表，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由具體到抽象，排成六個層次，依序
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鑑。歷史評鑑的題目原
本對於學生能力的要求已經屬於最高層次，對於一般初中而言
都是極之困難的。而在此等難度高的題目上，更加入難以理解
的文言文和淺白易明的白話文作為資料引導，最後出題的居心
可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教協面對如此偏頗的題目時，
居然罔顧教育專業而狡辯稱之為啟發思考，更甚者是教育局評
審時還認為此書引用資料及數據適切和準確，真的是讓筆者腦
洞大開，原來歪理是可以這樣說過去的。
十九世紀，一場因為毒品貿易而引發的不公義戰爭，揭示了

當時大清皇朝的外強中乾。來到二十一世紀，一本美化不公義
戰爭的中學教科書，揭示了現今香港教育界中，從教師、出版
社教材甚至教育局，都出現這類「指鹿為馬」現象，以所謂批
判性思考為由，錯誤引導學生，實在是誤人子弟。中國近代史
的教育，原本應重點講述中華民族由衰敗到復興的過程，希望
學生通過認識歷史，潛移默化產生對民族復興的情感，但今天
這一課程卻被慢慢糊弄成一隻「四不像」，值得警醒。

本港失業率已急升至十年新高，青年失業
率更高。今年第三季，有兩萬多名應屆大學及
大專畢業生進入勞工市場，增加了求職人口，
但同時職位空缺不斷減少，再加上工資津貼計
劃在六月生效，青年失業率可以預期是會急升
的，政府當務之急是要穩青年就業。

首先，政府應重推「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建議勞工處聯
同本地各所大學於今年暑假推出「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為
本地及本地以外的香港畢業生在私人機構安排就業培訓。僱主
聘請這些畢業生並向他們提供在職培訓，可就每名受聘的大學
生，獲發放每月5,000元的培訓津貼，最多六個月。

其次，政府應增加就業職位。政府在新一輪紓困措施中，
公佈為青年人增設5,000實習職位及200個職位，但對應屆
大學及大專畢業生來說，是極為不足的，政府要考慮增加至
8,000個實習職位及1,000個職位。

第三，建議擴大「先聘請、後培訓」計劃至更多行業。
第四，放寬「指定研究院修課課程獎學金計劃」，為資助本

地大學畢業生持續升學，並進一步提升知識及職場競爭力。
第五，增設網上「擇業指導服務」、「模擬面試服務」、

「行業講座」、「就業配對活動」。
第六，持續進修基金再加碼。最後，建議延期繳交畢業學

費並由政府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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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民建聯副秘書長

不容「攬炒」惡勢力胡作非為摧毀香港
中聯辦近日連發聲明，譴責反對派已經淪為毫無底線的

「攬炒派」，正在摧毀香港的未來；抨擊西方反華政客和

組織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惡意抹黑「一國兩制」。

有關聲明充分顯示中央立場堅定、反應迅速，為香港撥亂

反正，有利香港社會各界看清本港「攬炒派」和外部勢力

相互勾連反中亂港的險惡居心及嚴重後果，社會各界更應

團結一致，形成強大民意，抵制「攬炒」惡勢力胡作非

為，拒絕外部勢力插手香港，支持香港加快堵塞維護國安

的法律漏洞，不容「攬炒派」和外部勢力將香港變成遏阻

中國崛起的棋子，讓香港早日重回正軌、重建輝煌。

蔡 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中聯辦把反對派定性為「毫無底線的『攬炒
派』」，實在恰如其分、一針見血。「攬炒派」利
用騎劫立法會、煽動街頭暴力「雙線作戰」，在立
法會搞「政治攬炒」、在社會上鬧「經濟攬炒」、
在街頭策動「暴力攬炒」，要把香港推向無底的深
淵。而外部反華勢力則為「攬炒派」癱瘓香港的違
法暴力塗脂抹粉，把「攬炒」惡行美化為爭取民主
自由的「壯舉」，更野蠻粗暴、不合邏輯地抹黑香
港就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行為，赤裸裸地為「攬炒
派」暴力亂港、「攬炒」毀港火上加油。

「攬炒派」逆流而動喪盡天良
眾所周知，目前疫情逐步緩和，最需要的是重啟經
濟、紓困惠民，這是世界各地的大勢所趨，是各地

政府、民眾目標一致的當務之急。唯獨香港「攬炒
派」逆流而動，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理民間疾苦，視
法治如無物，竟然迫不及待重啟「攬炒」，要重演修
例風波的黑暴，其後果必然是令香港繁榮穩定、安居
樂業毀於一旦，受害的是全港700萬市民。
最令人擔憂的是，一些青少年被「攬炒派」誤導

及裹挾其中，有未成年的學生參與了違法暴力活
動，干犯嚴重刑事罪行，前途盡毁，這更加暴露
「攬炒派」喪盡天良，推毁香港的未來。
修例風波已經證明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港版顏色

革命」，西方反華勢力為香港「攬炒派」、暴力分
子張目，正是與外部勢力遏制中國的戰略相配合，
企圖把香港變成牽制中國發展的棋子。如今個別國
家抗疫不力，導致天怒人怨，正在處心積慮把責任

推向中國，更加需要香港「攬炒派」為他們賣力反
中亂港。
因此，儘管「五一節」的黑暴行動似乎沒有太大

動作，這固然與香港警方嚴陣以待、加強執法有
關，但廣大市民對黑暴重臨絕不能掉以輕心，「攬
炒」黑暴是比新冠肺炎更惡毒、更棘手的病毒，不
會善罷甘休，肯定陸續有來，需要特區政府、廣大
市民投入更大的力量和智慧去根治。

重回正軌是香港主流民意
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全

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力挺香港渡過沙士、金融
危機等難關，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最堅強後盾，香
港的法治、民主、自由等社會指標均名列世界前茅，

比某些自我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大國更高，這是世人
有目共睹的。「攬炒派」和外部勢力打着爭取民主自
由旗號，在香港煽動沒完沒了的「攬炒」黑暴，絕不
可能給香港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等待香港的只能是
內亂難止、生靈塗炭的災難。
香港不能重演中東「顏色革命」的悲劇，不能讓

「攬炒派」和外部勢力為所欲為，毁了700萬人的
大好家園。恢復秩序、重回正軌是香港社會主流民
意。中央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依法嚴懲暴力犯
罪分子，採取有效措施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公眾安
全，維護國家安全。所有關愛香港、以香港為家的
各界人士，以自己和香港的利益為重，堅決與暴力
割席，向「攬炒」說不，決不允許幾代港人打拚造
就的繁榮毀於一旦。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近日，崇尚「撒謊、欺騙、偷竊」的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再次大放厥詞表示，有「大量證
據」表明，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於中國武漢的
一個實驗室，但他拒絕說美國是否認為病毒是
故意釋放的。更為可恥的是，蓬佩奧再次信口
雌黃地說，這不是第一次因為中國實驗室的失
敗而讓世界暴露在病毒面前。這位脫胎於中情
局局長的美國最高外交官就是希望人們「高度
相信」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不僅如此，蓬佩
奧還異想天開認為中國利用世衛組織作為工
具，並把驅逐美國記者與疫情掛鈎，威脅按照
美國時間表來追責中國。

事實充分證明，蓬佩奧炒作「病毒源自武漢
實驗室」，完全是出於美國國內選舉政治的需
要，就是要為特朗普甩鍋。物以類聚，離開了
特朗普，蓬佩奧這個沒有靈魂的人也就失去了
用武之地。

蓬佩奧急於為特朗普瀆職甩鍋
隨即在美國國內打臉蓬佩奧的專業人士就來

了。曾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一同工作的
美國研究員馬澤就指出，病毒極不可能從實驗
室外洩。病毒極不可能從武漢實驗室外洩的第
一原因，是實驗室樣本與新冠病毒不吻合。第
二是武漢病毒研究遵守嚴格的安全守則，研究
人員有穿戴足夠防護裝備。第三個原因是新冠
病毒是一系列人畜共患疾病爆發中的最新的一

種，絕非外洩。第四個原因是隨着人類對野外
生態的侵犯增加，人類接觸到前所未見的帶病
物種機會增加。

不僅如此，就連美國政治分析家埃特勒也看
不過眼並指出，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是非常無
恥的。同時，埃特勒再次強調，如果美國要求
美方進入中國實驗室來調查它對中國的指控，
作為交換，它是否也會允許中國調查人員去檢
查德特里克堡的實驗室？說得真好，懟的有
力。

美國隱瞞研製生物試劑實情
如果真要想調查病毒起源，中國是最有發言

權的。美國在2019年發生了大流感，結果導
致數萬人死亡，這裡面不全是流感，美國已證
明死者中包含有新冠病毒患者，美國是否敢徹
查，看看究竟死亡者中有多少是死於新冠病
毒？美國能否協助中國徹查參加軍運會期間來
華的美國軍人、記者、遊客等人，詳細了解這
些人來華前的身體狀態以及目前的近況？中國
需要了解，是否美國這些人把「假流感、真新
冠疫情」帶到了中國武漢，儘管不是有意的，
但或是真實情況。至於之前究竟在美國國內的
德特里克堡實驗室發生了什麼，是否有病毒洩
漏，中國政府也願意幫助美方調查。對此，希
望美國政府能行個方便，以極端負責任的態度
對待疫情起源問題的調查。

2019年12月，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關於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上，美國
再次拒絕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
書》上簽字，以國家安全和商業秘密為借
口，堅決不允許第三國核查美國的生物實驗
室。美國之所以不願意接受國際社會的全面
核查，一方面是擔心遙遙領先的生物科技外
洩，另一方面就是擔心諸多生物武器計劃一
旦曝光，不僅會招致國際社會的一片譴責，
引起生物武器軍備競賽，同時還必須按照
《公約》的要求在規定時間內悉數銷毀這些
生物武器。因此，美國政府最好的選擇就是
諱莫如深，不允許落實核查手段成為現實。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對此多次表態認為美國
隱瞞研製生物試劑的實情。
按照尚未簽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

定書》條款，如果特朗普政府依舊要對武漢實
驗室核查，那就首先簽署相關核查議定書，全
世界所有生物實驗室同時接受聯合國等國際機
構的核查，如果美國願意的話，中國政府當然
樂見其成。
但心中有鬼的特朗普政府不敢如此而為之，

就是因為問題的本質不在於此，而是借助甩鍋
新冠疫情給中國來掩蓋特朗普政府防疫的無
能，同時還要服務於國內選舉，這才是炒作
「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的根本目的。但其意
圖不會得逞，只能自噬惡果。

炒作「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只是美國政治需要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Condom（安全套）一詞因
去年的反修例風波被賦予新的
含義，即是反對派將前線年輕
人視為condom，用完即棄，

最後連說聲謝謝都沒有。對前線年輕人的不尊
重也為他們在香港社會愈發不得人心和在接下
來的「攬炒」計劃失敗埋下伏筆。在這場運動
中，尤其是去年區議會選舉的「勝利」，反對
派自認為自己得到了香港人的信任和擁護，不
惜變本加厲「攬炒」香港，甚至提出了「真攬
炒十步曲」。實事求是地講，反對派嚴重低估
了中央的決心和底線，也高估了香港社會對他
們的包容和容忍。

大國博弈核心是本國利益
國家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利益關係，國與國

之間關係的好壞往往取決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以
及雙方國家領導層對於本國的國家利益的判斷
和界定。中國的核心利益界定為維護國家的主
權、領土完整、統一、安全和發展利益。但西
方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仍根
深蒂固，從未放棄對中國實行「西化、分化、

分裂」。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不斷崛起的中國
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較量將持續尖銳複雜。在
這個過程中，香港無可避免地會成為中西方的
角力場，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會視香港為中國的
一部分，而不是如同過去般的「西方陣營」的
一員。

當然，即便西方對香港的態度有變，但西方
在香港仍有極大利益和活動空間，因此西方會
不斷對香港問題「指指點點」，甚至出手作出
某些「制裁」，但不至於會將香港置於死地。
對於中西方大國外交言辭方面的「大炮」，事
實上美國不會事事過於在乎中國官方的外交言
辭，許多考慮也是基於自己本國的利益出發。
歷史上毛澤東當年也曾對美國總統尼克松說
過，中國激烈的公開反美言論和宣傳不必當
真，在某種程度上雙方的實事求是、相互克制
仍然符合今日中美交往的現狀。
在大國博弈的過程中，反對派為了對抗中

央，基於自己本身的利益必然會不斷拉攏「西
方勢力」對香港問題進行干預，試圖把香港問
題「國際化」。而西方為了遏制中國崛起也會
充分利用香港的這股反對力量來達到他們的目

的。可以預見，香港的國家安全
問題會越來越嚴重，針對這個漏
洞，國家必定會出手堵塞。反對派也會因為自
己的「賣國賣港」行為而受到香港市民的逐漸
厭惡，慢慢走上「自毀」的道路。

質疑「兩辦」發聲只是反對派文字遊戲
反對派喜歡挑起的一個事端就是中央完全不

能管香港，一管就是「違法」、「干預」，就
是破壞「一國兩制」，一管就變成「一國一
制」。正如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所說的，「幾
乎每次人大釋法都有人宣稱香港法治已死，香
港要完了！五次釋法，法治死了五次，香港完
了五次！但諷刺的是回歸以來法治不僅沒死，
國際排名還提高了，甚至超過美國等西方國
家」。最近因為港澳辦和中聯辦針對香港問題
發聲又被反對派包裝成為「干預」香港，甚至
還上升到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高度來質疑「兩
辦」的法律地位，事實上反對派所挑起的問題
卻是「老生常談」的文字遊戲而已。

（未完，明日續）

年輕人不甘做Condom「攬炒」注定失敗（上）
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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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節」剛剛過去，這是一個滿含反
思與激勵的日子。這一天提醒我們這群青年人
反思是否「堅定理想信念」為家國建設。這一
天，提醒我們這群青年人是否「練就本領」為
家國接棒。青年人啊。美麗的青葱歲月，我們
都只會經歷一次。而這一次的所有經歷及抉
擇，都尤為關鍵地影響了我們的一生路向。正
如習近平主席所說「青春由磨礪而出彩，人生
因奮鬥而升華」。

香港自去年經歷社會運動，民生經濟已現疲
憊，人心惶惶前景堪憂。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新型冠狀病毒又突然洶湧而至，更嚴重地
打擊了社會，以至全球的民生經濟。但是借用
一句老生常談的話，「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
最好的時代。」作為國家未來棟樑的青年，我
們是否已看清一個時代？是否已明了雙肩責
任？社會是一個由家組成國的體系，國家是經
過一代代人的努力建設而成，來到今天，家國
的成長及發展也將由正值青春韶華的青年人接
棒繼續前進。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讓我們驚歎中國青年的信念、擔當、勇

敢，他們正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成為守衛家
國的新一代。而身處香港的青年人們，我們
有幸能「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我們的自
由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能自由選擇志向，自
由接觸世界，我們應該朝氣蓬勃為家國的建
設貢獻青春正能量。尚未「堅定理想信念」
的青年人，不要緊。好好地磨礪自己，好好
地奮鬥人生，祖國的大門一直為我們這一代
青年人敞開着。讓我們融入祖國的發展，一
起奮鬥擁抱世界，一同實現「中國夢」，向
前奔跑吧。

青年人應融入祖國擁抱世界
連洲杰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