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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連續揭露多宗「黃師」通過視頻和通識教材毒害學生事
件，甚至連經過教育局審批的教材，也被揭發有歪曲歷史、有傾
向地誤導學生的問題。香港教育界「黃師」當道橫行，不斷向學
生灌輸宣揚仇恨思想，散播反中和「港獨」流毒，無數學子慘遭
毒害。「黃師」如此猖獗，最大原因固然是教協等煽暴勢力的撐
腰縱容，教育局沒有履行好應有的職責，沒有對「黃師」作出有
阻嚇力懲罰，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官校趙聿修中學早前被家長揭發，有「黃師」製作多頁通識毒
教材，偏頗地美化「佔中」，更肆意醜化內地，為反對派所謂
「真普選」、「西環治港」等謬論向學生作政治洗腦。日前更爆
出明目張膽地播「獨」，要求學生觀看「港獨」分子馮敬恩宣揚
其「港獨」思想的受訪片段並填寫相關工作紙，公然藉着教學向
學生灌輸違法違憲的「港獨」觀念。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常識科教師，同樣被學生家長揭發歪曲中

國歷史，將鴉片戰爭起因歪曲講解成「英國為消滅鴉片才發動戰
爭」，其荒謬無恥之極連英國人都不敢如此歪曲。鴉片戰爭是重
要的歷史事件，「黃師」卻公然向學生灌輸完全錯誤的歷史知
識，不僅僅是誤人子弟，簡直就是對學童人格智慧的謀殺。

被揭發曝光的「黃師」荼毒學子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像這樣
毫無職業操守、毫無底線良知的「黃師」，在反對勢力早有預謀
的推動下，早已深埋遍佈香港大中小學甚至幼稚園，他們的句句
惡言、種種惡行，不斷地毒害香港新一代，直至把他們推入火
坑。
但是，幾乎所有「黃師」都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得到教

協等煽暴派的撐腰包庇，得到「涉黃」學校管理層的包庇。嗇色
園主辦可立小學的校長吳樹東，在「黃師」歪曲鴉片戰爭被揭發
後，雖然發信致歉，卻輕描淡寫地稱「黃師」講解「有誤」，未
有交代會如何作出跟進或懲處。官校趙聿修中學管理層，面對學
校「黃師」如此毒害學子，一句道歉也沒有！

阻止「黃師」播毒，懲罰「涉黃」學校，這是教育當局職責
所在。每次揭發「黃師」事件，社會廣泛關注與批評之際，市
民只會聽到局方如同播放錄音機一樣，聲稱局方十分關注事
件，會深入調查嚴肅跟進云云。迄今為止，沒有看到教育局對
「黃師」和涉黃學校作出有阻嚇力的處罰。衝擊社會的黑暴分
子中，相當部分是學生，他們目無法治，極端仇恨內地、仇恨
警察，就是因為受到這些「黃師」和煽暴勢力的不斷毒害。正
如港澳辦日前聲明指出的，「所有掌握公權力的機構和人士，
必須用實際行動依法履職，以正壓邪」。教育局作為掌握公權
力的機構，不能對「黃師」播毒坐視不理，必須履行職責，對
「黃師」和「涉黃」學校採取行動，依法處以阻嚇性的懲罰，
以匡扶正義、恢復校園正氣，不再讓莘莘學子受到「黃師」的
毒害。

受到黑暴和疫情影響，香港經濟陷入水深火熱
中，今年首3個月香港的平均失業率升至10年
來的高位，更需要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支持政府
推出重振經濟措施，共同推動香港再出發。但
是，立法會由於「攬炒派」不擇手段，惡意拉
布，騎刼內會，導致多項法案被嚴重拖延，這對
於低迷的本港經濟是雪上加霜。
在此情況下，上周五現任內會主席李慧琼主持內會會議，完全

理所當然、合理合法。而且，在建制派議員同心協力下，「攬炒
派」最終敗走。會議通過就10條草案成立法案委員會，立法會
重回正軌走出關鍵的第一步。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尋求外間法律意見認為，在內會未選出主席

之前，現任主席即李慧琼可主持會議解決問題，尤其是緊急、重
要事宜，令立法會可以履行基本法訂明的憲制責任及職能；立法
會法律顧問也認同，由於立法會積壓大量工作，內會長期未能選
舉主席，現任內會主席可行使有關權力。
因此，「攬炒派」攻擊「李慧琼奪權」、「會議非法」根本站

不住腳。相反，這正正暴露出了有關人士不尊重、不認識、不堅
守法律的立場。只能證明「攬炒派」不尊重法律，更無視立法會
的職能和責任。「攬炒派」癱瘓議會、亂港殃民，要為香港的亂
象負上責任。
事實上，立法會議員不論持什麼立場，都要履行作為議員審

議、表決法案的職責，負責任地監督政府施政、審議政府提出的
政策，而非事事政治化，以癱瘓施政為目的。
「攬炒派」千方百計癱瘓議會、阻撓施政，違背議員為民負責的

精神，更損害香港的根本利益，這絕不是市民想要見到和接受的。
建制派敢於迎難而上，主動打破僵局，恢復立法會的正常秩

序，是對香港有擔當、肯負責的表現，值得稱讚、支持。

發起人口罩獻愛心 大聯盟傳遞正能量
「千萬口罩獻愛心」活動，是「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與

地區力量共同協作的成果，不僅貫徹大聯盟群策群力、同

舟同心的創立宗旨，更帶出了香港需要找出路、做實事的

重要啟示。本人作為發起人親身參與派口罩，給市民送上

關心和祝福，也感受到市民的鼓勵和支持，相互之間都倍

感親切，為推動社會齊心抗疫帶來正能量。如何遏止「攬

炒派」對香港的禍害已迫在眉睫，大聯盟挺身而出穩住社

會信心，喚起市民希望。全社會合力把香港從困局中解放

出來，以團結奮進的激昂士氣，全力抵制「攬炒派」的惡

行，共同揭開香港發展新一頁，令人期待！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大聯盟上周初正式成立後，過去一連兩日啟動首
個全港性大型活動「千萬口罩獻愛心」，共同發起
人分別在全港數百個地點向市民派發1,000萬個口
罩。大聯盟坐言起行，致力推動社會生活及經濟活
動回復正常，讓香港重新再出發。

大聯盟派口罩給市民送上關心祝福
香港疫情紓緩，連續20多日無本地確診個案，這

是特區政府、醫護人員和全港市民共同努力的成
果。眾志成城、萬眾一心，是做好防疫抗疫的重要
條件。不少專家指出，新冠肺炎疫潮還將持續一段
長時間，為免過去的抗疫努力付諸東流，防疫意識
未可鬆懈。社會各界仍需為今後一段時間的防疫抗
疫多做工夫。
從兩日活動可見，「千萬口罩獻愛心」在全港十

八區以街站派發、社區和團體分發、網絡登記領取
等多種方式展開，大聯盟亦安排工作人員派送口
罩至各機構、團體、老人院、單親協會及多元文

化中心等地，擴大受益面，令不同地區的大人、小
孩和弱勢群體都能受惠。在大聯盟號召下，不少社
會知名人士紛紛落區，將口罩派到每一位市民手
中。市民在炎熱的氣溫中秩序井然地領取口罩，並
紛紛為大聯盟急市民之所急的貼地行動點讚。本人
作為發起人親身參與派口罩，給市民送上關心和祝
福，也感受到市民的鼓勵和支持，相互之間都倍感
親切，為推動社會齊心抗疫帶來正能量。
今次全港派發口罩活動，是大聯盟與地區力量共

同協作的成果，不僅貫徹大聯盟群策群力、同舟同
心的創立宗旨，更帶出了香港需要找出路、做實事
的重要啟示。

大聯盟挺身而出穩住信心喚起希望
香港經濟處於水深火熱，今年首季GDP錄得

8.9%負增長，全年本地經濟增長預測進一步修訂為
負4%至負7%；最新失業率更是自2010年以來高
位，形勢極不樂觀。許多新畢業的年輕人，求職處

處碰壁，對前路感到焦急萬分。穩經濟、撐企業、
保就業成為香港當務之急，大聯盟將更堅定從民
生、經濟、青年等多方面集思廣益，為香港找尋出
路。大聯盟短期內的第二波行動，將會調動資源和
企業，配合政府提振經濟保障民生，其首要關注的
是青年就業與培訓問題。

香港出現「攬炒派」，不顧一切破壞香港幾代人
的努力成果。反對派半年來癱瘓立法會內會正常運
作，拖延多項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重要法案，上周五
更在立法會內上演暴力衝擊鬧劇，阻撓現任內會主
席李慧琼依法主持召開特別內會。反對派又揚言要
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數議席，否決所有
政府議案、法案、撥款。在反對派策動和鼓吹下，
黑暴沒完沒了，社會受到持續暴力破壞的創傷不能
癒合，更多年輕人被誘導違法衝擊成階下囚，令人
擔憂和痛心。如何遏止「攬炒派」對香港的禍害已
迫在眉睫。大聯盟挺身而出穩住社會信心，喚起市
民希望。全社會合力把香港從困局中解放出來，以

團結奮進的激昂士氣，全力抵制「攬炒派」的惡
行，共同揭開香港發展新一頁，令人期待！

大聯盟共同宣言是匡正時弊社會良藥
從去年的修例風波到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潮，香港

社會飽歷風雨，「再出發」是香港社會的期望。大
聯盟的《共同宣言》提倡堅守「一國兩制」、重振
經濟、重歸法治、重拾團結的香港精神，環環緊
扣，相輔相成，是匡正時弊的社會良藥。宣言提
出：香港拒絕「被攬炒」，選擇發展；拒絕「被撕
裂」，選擇團結；拒絕「被破壞」，選擇法治。這
是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重要宣告。《共同宣
言》着眼當前，放眼未來，為香港拒絕黑暴「攬
炒」、浴火重生提供新方向、新思維，值得每個熱
愛香港的人認真思考和領會。大聯盟作為團結香港
各界和廣大市民的新平台，今後不論工作再難、挑
戰再大、困難再多，通過大聯盟的推動和努力，定
能體現宣言真諦，共同「再出發」！

新冠肺炎疫情和攬炒派的暴力行為，令香
港社會、經濟走入寒冬。目前，疫情已開始
逐步受控，必須要認真思考讓香港如何再出
發。其中首要任務應是找到重振經濟的新增
長點，並秉持以人為本、經濟發展與社會發
展相和諧的新理念。同時也要認清，政治和
社會穩定是香港再出發的首要前提，所以也
要務必提防暴力「攬炒」與立法會內的政治
「攬炒」的合流。

香港公立醫療系統長期處於飽和狀態，本
次抗疫進一步暴露出公立醫療系統人員、床
位等資源嚴重緊張的問題。香港疫情雖未如
內地、歐美一般爆發，醫療系統卻不堪重
負，一些公立醫院需要暫停急診和非必需醫
療服務，最嚴重時，甚至連確診患者都需要
輪候入院。未來，隨着老齡化加劇，公立醫
療服務需求將有增無減。

疫情爆發後，不論是內地、香港還是歐

美，公立醫療系統均為抗疫絕對主力，這再
一次顯示出公立醫療在保障公眾獲得醫療服
務上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醫療產業多年
前就被特區政府列為優勢產業之一，所以特
區政府未來應加大資源投入和完善配套政策
推進醫療產業發展，再用發展成果完善公立
醫療系統，既能推動經濟增長，也能更好地
服務市民。事實上，安老護理行業目前也面
臨人手及床位緊張困境，加大資源投入，優
化安老護理行業，也能體現同樣的理念，達
到同樣的效果。

出於抗疫需要，大量創新科技成果投入醫
療、防護、工作、學習、娛樂、購物等領
域。特區政府下一步應該對創業的投入及有
關政策作出調整，集中資源且有策略地推進
創科產業發展，讓創科產業真正成為香港經
濟新的增長點。

重振經濟面臨多重困難和不確定因素，

難度可想而知，這就更需要穩定的社會和
政治環境。全社會同心抗疫已逾百日，然
而疫情剛剛初步受控，暴力行為就死灰復
燃，香港街頭再次出現嚴重暴力行為。更
為可怕的是，暴力「攬炒」與立法會內的
政治「攬炒」出現了合流趨勢，反對派藉
煽動暴力「攬炒」延續政治氛圍，覬覦9月
的立法會選舉獲過半席位。圖謀一旦得
逞，反對派將阻撓財政預算案等各類法案
審議，甚至干預特首選舉，進而發動更具
破壞力的「攬炒」，從體制上對香港造成
毀滅性打擊。
香港再出發必須利用好「一國兩制」的優

勢，然而雙「攬炒」將肆無忌憚地破壞「一
國兩制」，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基本法第23
條本地立法仍未完成。盡快推動23條立法，
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才是香
港長治久安之道。

和諧理念重振經濟 助香港再出發
黃楚恒 思路研究會創會會員

香港已經連續21天沒有新
增新冠病毒本地確診個案，意

味着香港疫情明顯受控。此時此刻，在繼
續對疫情保持警覺的基礎上，需要更多思
考促進經濟復甦的路徑。其中，謹慎放開
通往內地與澳門的口岸，政府應該開始有
所準備了。
粵港澳三地交往頻繁，大量港人在大灣區

居住、香港就業，或者在香港居住、大灣區
創業或就業，也有大量商家在內地投資。因
應防控疫情的強制檢疫、控關等措施，對這
些人和企業造成困擾。
上月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

《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的有效日
期，由5月7日延長至6月7日。不過，規例
放開一個小口子，修訂了跨境學童和商務人
士可豁免強制檢疫。
其實，整個大灣區在抗擊疫情方面，都算

得上「優等生」。澳門抗疫應對廣獲好評。
廣東省1.15億常住人口中，只有確診患者

1,500多人，死亡8人。與香港一河相隔的深
圳，常住人口 1,300 多萬，確診患者 460
多，死亡3人。香港衛生防護中心4月24日
公佈，在截至當日香港出現的1,036宗新冠
病人中，超過四成即400多人到過英國，而
來自內地的只有19宗。
廣東復工復產已經兩個多月。作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一部分，香港有條件依託大灣區率
先復工復產的優勢，借助國家這艘大船，應
對經濟衰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個關鍵
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疫情阻礙
了人流，目前，無論是香港還是深圳，都還
沒有取消14天的隔離措施，這意味着跨越
100米深圳河的距離，還需要28天才能到
達。但是從大灣區防控疫情情況來看，三地
取消14天隔離，順暢各關口，為時不遠
了。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日前表示，

特區政府正與內地商討具體檢疫安排，若抵
港者已在內地檢疫14天並獲相關證明，而他

們抵港後病毒測試呈陰性，可考慮縮短在港
檢疫時間。此外，將配合粵港澳三地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最新發展，在符合若干條件的情
況下，取消從內地和澳門回港人士的檢疫
令。
為了保障人員流動安全，粵港澳大灣區能

否借鑒內地的「防疫通行證」——「健康
碼」，在取消檢疫令的前期，設計一個「健
康碼」2.0版，將14天內沒有接觸過新冠確
診病人或疑似病人，沒有去過外國，或者經
過核酸檢測為陰性的信息輸入，以此在大灣
區內跨區域自由流動。只要粵港澳醫療系統
精誠合作，共同達成統一檢測標準，在大灣
區建立互認的新型「健康碼」，從技術上不
存在問題。
當然，這只是為短期內人流安全所做的權

宜之計。當疫情過後，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思
考，如何面對未來公共衛生風險，建立一個
一體化防止傳染病體系，並設計一個常態化
的口岸防疫並暢通的制度。

大灣區可協商建立互認新型「健康碼」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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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上個月，特區政府推出一
連串紓困措施，其中最大亮

點是為企業代為支付全體僱員薪水的50%，
上限是每月9,000元。但近日，傳媒多次報
道企業裁員的新聞。
美國更早在3月份已宣佈巨額的紓困措

施，近日美國政府公佈4月份全國裁員的人
數竟然高達2,000萬人。
看來，不少企業都是等到政府宣佈紓困措

施後才決定裁員。企業高層在知道政府紓困
措施後做了計算，認為收政府的薪酬補貼不
足以補償損失，也就毫不猶疑地裁員。

為什麽政府的薪酬補貼無法彌補企業損
失？道理是企業預計未來營業額會大減，沒
有生意、沒有收入，靠政府的薪酬補貼無法
維持企業經營。

這就是目前香港及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共
同面對的困境。疫情不但危害公眾健康，也

給經濟帶來沉重打擊。疫情與經濟息息相
關。要經濟復甦，還是得先控制疫情，在疫
情未受控之前，解除控制疫情的各種措施，
可能引發新一波更嚴重的疫情。目前有些國
家正出現這樣的情況，美國、英國就是例
子，美英兩國每天仍有非常大量的新增確診
者，但是，兩國政府已急於放寬禁足令、封
城令……讓工人回到工廠工作，讓人們上街
消費。
比較之下，香港情況算是好得多，已經連

續二十一天沒有新增的本地確診個案，而境
外輸入的個案也受到控制，因為這些人一入
境已經被隔離，不會在社區散播病毒。於是
香港開始放寬「限聚令」，逐漸放寬了由內
地回港的隔離令，理由是內地的疫情基本上
也已受控。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內
地各旅遊熱點人山人海，說明了一切。

今日香港經濟已經與內地緊緊連在一起，

是命運共同體，香港的旅遊
業、零售業、飲食業很大程度
依賴內地遊客的支持，大量港
人港企在內地投資、設廠，進行各種的業
務。因此，僅僅香港放寬「限聚令」，香港
經濟仍無法復甦，許多港企依然面對生意不
足的問題，依然要裁員。

因此，在內地疫情也受控的時候，香港與
內地、澳門的邊境一定得重開，恢復正常往
來。當然，我們也得考慮內地是否也向其他
國家、地區開放口岸，如果是，我們得小心
病毒可能通過其他國家、地區經過內地再傳
入香港，造成新一波疫情。至於世界上其他
國家、地區疫情複雜，更得小心考慮開放的
決定。幸好，內地有14億人口，單是開放香
港與內地、澳門的邊境，重振經濟效應已經
很不錯。香港還得捱一段困難時刻，但曙光
已現，大家繼續努力。

逐步放寬兩地往來限制以利疫後復甦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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