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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的《頭條

新聞》抹黑警察；

《The Pulse》借訪

問疫情加入以「台獨」為前設的

問題；《左右紅藍綠》有

嚴重失實情況被發嚴

重 警 告 ， 種 種 事

例，都反映香港電

台問題叢生，惟

廣播處長梁家

榮一直未有

向 公 眾 交

代。香港電台

顧問委員會主席

陳建強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坦言，梁

家榮處理的方式確會

令社會感到在迴避問

題，顧問委員會已留意

到社會的關注，「我們

向市民保證，會據理

力爭，尋根究柢。」

陳建強：據理力爭追究港台問題
指梁家榮未回應坊間質疑 顧委會將尋根究柢

港台多個節目的連串問題，令社會質疑有
違持平、客觀準則，不只未能符合《香

港電台約章》中要促進社會和諧、加強市民
國民身份認同等要求，甚至更有滲入「台
獨」、違反「一個中國」基本原則的情況。

迴避問題 市民唔收貨
不過，梁家榮周一出席立法會資
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時，未
有正面回應立法會議員多個提
問，包括被問到《The Pulse》借
訪問疫情加入以「台獨」為前
設的問題時，他竟稱「諗唔到
有人會用咁嘅角度」去「解
讀」有關問題；就《左右紅
藍綠》其中一集節目有大量
失實資訊，他只說向「感到
被冒犯的人」致歉等，但就
拒交代有無懲處有關員工，
有議員亦坦言市民對這樣的

答覆「唔收貨」，令人感到是在
包庇犯錯的港台人員。
陳建強認同，梁家榮的答覆會予
人迴避問題的感覺，未能釋除公眾
疑慮，令對港台有意見的人認為他
「無答問題」，而撐港台有關行為者
則會覺得「好順耳」。

打氣還打氣 要向社會交代
有人質疑梁家榮未有主動回應
事件，反而僅寫公開信予港台

員工，質疑他想將問題輕輕帶

過，陳建強說，理解梁家榮作為管理層要
寫信予港台員工「打氣」，但認為公眾亦
在熱切期待他向社會負責的「交代信」。
「他作為管理層給港台員工的『打氣信』
大家都看到了，但向社會負責的『交代
信』，大家還在等待。」
雖然《約章》列明顧問委員會向港台就
節目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等向處長
提供意見，及聽取相關投訴報告，就港台
如何達至其公共目的及履行其使命的事宜
作出研究，但近期顧問委員會檢視港台的
連串問題時，卻被部分港台員工及攬炒派
稱作「干預港台日常運作」。
陳建強認為，梁家榮須向港台員工解釋

《約章》，社會也應該認識《約章》內
容。他重申，顧問委員會只是看機制上的
把關，並無干涉港台的日常運作。
他以《左右紅藍綠》早前有一集因主
持言論偏頗失實、煽動對警方仇恨，被
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嚴重警告為例，強調
顧問委員會並不是要干涉誰拍攝、誰剪
接、何時何地的錄影等日常運作，而是
要看當中把關機制是如何執行，為何會
有這樣的問題發生，「是無看過節目內
容就直接出街而造成的『疏忽』？還是
看完認為無問題的『能力』問題？還是
看完認為有問題但照出街的『縱容』
等？」

盼向處長提出機制方針建議
陳建強強調，《約章》列明廣播處長須重

視和考慮顧問委員會提出的所有意見，除非

處長認為港台「做得好好」，否則都應認真
對待和回應。委員會會做好協助港台的角
色，期望透過向處長提出機制方針上的建

議，是其是、非其非，改善現有問題，增強
公信力，並妥善回應公眾疑慮，「希望大家
不要放棄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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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攬炒黑手煽
動青年四處逞暴，令社會過去一年深受重
創。警方上月18日拘捕泛暴頭目黎智英、
李柱銘、何俊仁及李卓人等15人，他們涉
嫌在去年8月及10月，分別干犯「組織及參
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及「公告未經批准的遊
行」，案件將於下周一提訊。聯合國人權事
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日前發聲明要求香港特區
政府「撤銷控罪」，不要再以刑事檢控「打
壓和平示威」。多名政界人士批評，有關人
等粗暴干預特區事務，企圖破壞香港法治、
包庇煽暴黑手，香港社會各界應加以警
惕。
聯合國的聲明綜合 Clement Nyaletsossi

Voule、 David Kaye及Mary Lawlor 3名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的意見，稱即使組織
及管理抗議活動須獲政府授權，但任何人都不
應因參加「和平抗議」而遭受行政或刑事「制
裁」，加上香港法例中的《公安條例》授權市
民集會抗議，特區政府卻「利用」該條例檢控
「民主派」中人，是「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且是次被捕者均為「民主運動領袖」，擔心特
區政府企圖藉大規模拘捕行動來「打壓和平示
威」。

葉國謙：粗暴干預特區事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批評，有關人等

是在粗暴干預特區事務。香港有完善法律制
度，能保障市民權益，倘有人參與違法活動甚

至煽暴，警方按法律作出檢控屬合情合理的。
特區事務不容外國勢力指手畫腳。

吳亮星：圖破壞港社會穩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直言，外部勢力

接連插手特區事務，明顯是想破壞香港社會穩
定。近一年來，黑暴重挫經濟，企業接連裁員
倒閉，警方只是依法拘捕煽暴分子、維護民
生，相信市民都不允許、不歡迎該辦事處這種
不智行為，希望法律界和司法界能恪守法治精
神，不受外國勢力影響。

王國興：要求「撤控」一派胡言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強烈譴責有
關行為，強調外國組織無權干預特區的司法審
訊，而今次被捕者均為亂港的核心人馬，其犯
法行為證據確鑿，「我反而認為太遲檢控，應
更早行動！今次外國組織要求撤控簡直一派胡
言、毫無理據！特區政府應予以譴責。」
被外國勢力點名護航的人分別為黎智英、

李柱銘、楊森、何俊仁、李卓人、吳靄儀、何
秀蘭、梁國雄、梁耀忠、單仲偕、區諾軒、吳
文遠、蔡耀昌、黃浩銘及陳皓桓，他們於去年
8月18日、10月1日及10月20日在港島區及
九龍區的非法集結中，涉嫌觸犯「組織及參與
未經批准的集結」。
其中5人另分別涉嫌參與10月1日及10月
20日的非法遊行，干犯「公告未經批准的遊
行」，將於下周一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美國
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日前提交法
案，要授權美國總統針對新冠肺炎
情況對中國實施「廣泛制裁」，更
要求香港釋放所有被捕的香港「民
主派人士」。「港獨」分子、「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即在其fb為
主子「助攻」，稱希望美國迅速展
開法案，讓世人「譴責」中國。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指，美國為掩飾抗疫不力的事
實，千方百計嫁禍中國，而黃之鋒
此等賣國賊罔顧「制裁」香港以至
內地民眾造成的損害，助紂為虐，
將不會有好下場。
格雷厄姆在所謂《COVID-19問
責法案》中聲稱，美國需要認證中
國已關閉所有可能是「人畜共通傳
染病溫床」的濕貨市場，及釋放所
有在疫後被捕的香港「民主派人
士」，並聲言在中國「未能如實交
代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前因後果」
時，賦權美國總統對中國實施「制
裁」的權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日前在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問題
時指出，美國會個別議員提出有
關議案，完全罔顧事實，妄圖通
過搞有罪推定式的「調查」向中
方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責任，這
極不道德，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並奉勸美國國內那些人千萬不要
入戲太深、太着迷，奉勸美國有
關政客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抗擊
疫情和維護美國人民生命健康上
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時多
為國際抗疫合作發揮建設性作
用，而不是一心想着如何轉移視
線、轉嫁責任。
黃之鋒在其fb聲援格雷厄姆的議

案，稱「要求中國承擔全球治理的
責任」是「應有之義」，更奉承有
關議員推出此項法案「實在來得及
時」，但願議案能夠「迅速開展程
序」。

陳勇：叛國定無好下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

會理事長陳勇批評，美國為轉移
國民視線，遮掩抗疫不力的事

實，千方百計嫁禍中國，而黃之
鋒則是叛國者，但相信美國日後
亦不會重用這種隨意背叛自己祖
國的人，即使他今日執意為美國
「主子」辦事，日後在美國亦不
會落得好下場。

吳秋北：美抗疫不力卸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表示，美國明顯想找替罪羔
羊，推卸其抗疫不力的責任。他重
申中國一直向世衛適時通報疫情，
並協助各國抗疫，因此完全不能接
受美國政客的說法。
對於美國「走狗」黃之鋒的可恥

行為，他認為中國、特區政府及市
民都應譴責其惡行。

盧瑞安：顛倒黑白「超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亦怒斥
美國是非不分、顛倒黑白，將抗疫
不力的責任推給中國，而黃之鋒是
美國的「馬前卒」，推動美國「制
裁」中國，完全是一副賣國賊的嘴
臉，是「錯上加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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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議員借疫禍港 黃之鋒逢迎主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陳建強坦言，梁家榮處理的方式確會令社會感到在迴避問題，顧問委員會已留意到社會
的關注，「我們向市民保證，會據理力爭，尋根究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家榮被各梁家榮被各
界質疑捂着耳界質疑捂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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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以42票贊成、23票反對及1
票棄權，三讀通過財政預算案撥款。攬炒
派 23 票全投反對票，漠視民意、罔顧市
民利益，更表明一旦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
贏得超過半數議席，將否決所有法案、預
算案，逼政府接受所謂「五大訴求」。由
此可見，攬炒派一意孤行，準備推香港跌
下萬劫不復的深淵。廣大市民必須看清攬
炒派禍港殃民的真面目，拒絕攬炒，為香
港再創美好明天。

今年財政預算案有大量紓困措施，包括
每人派發 1 萬元現金，備受市民大眾注
目，最終在建制派全力支持下獲得通過。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會盡快落實紓民
困措施，市民最快可於6月底申請領取1
萬元，預計7月開始領取款項，絕大部分
市民將於8月收到錢。

派發現金可以刺激消費，政府也聯絡飲
食及零售業界，希望業界可以同步增加優
惠，市民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多些消
費，讓各行各業恢復運作，經濟重新起
動。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對本港以
至環球經濟帶來前所未見的嚴重衝擊，拉
動本港經濟的三頭馬車——外貿、消費和
投資——都被急速剎停，勞工市場持續惡
化，多個行業員工面對放無薪假、減薪以
至裁員的壓力。加上去年持續至今的黑
暴，本港經濟增長在第一季度錄得負
8.9%，是有記錄以來最差的表現。在這個
經濟大背景下，特區政府果斷推出紓困措

施，善用財政儲備與市民共度時艱，務求
保就業、撐企業、穩經濟、紓民困，是避
免經濟螺旋式下滑的正確之舉。

不少打工仔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急切
期盼政府的救急錢解燃眉之急。不過，攬
炒派政棍仍然政治先行，無理地以要求削
減警隊預算為由，不惜對預算案全投反對
票，完全置全港市民利益於不顧，將一己
一黨的政治私利凌駕於民生福祉之上。

反觀建制派議員繼續堅持是其是、非其
非，對改善預算案提出建設性意見，督促
政府做得更好、更快，及以紓困救急的大
局為重，堅守崗位，忠實履行職務，支持
通過預算案。誰為香港謀福獻策，誰不理
市民死活只求攬炒，高下立判，清楚不
過。

香港經濟何時才能走出陰霾，除了受全
球疫情發展影響外，更取決於本港能否盡
快重回法治穩定的正軌。如果黑暴死灰復
燃，黑衣魔堵塞道路、破壞商舖、私了市
民的「暴力攬炒」再次出現，香港前景堪
憂，現立法會「政治攬炒」無日無之，攬
炒派政棍更恐嚇，若9月立法會選舉超過
半數，將否決所有法案、預算案，逼政府
接受五大訴求。由此可見，攬炒派一意孤
行，決心推香港跌下深淵。廣大市民必須
看清攬炒派禍港殃民的真面目，拿出對香
港負責的擔當和行動，拒絕被攬炒，選擇
發展；拒絕被破壞，選擇法治；拒絕被撕
裂，選擇團結，匯聚越來越大的民意力
量，推動香港渡過難關、重新出發。

紓困措施速落實 拒絕攬炒破困局
考評局負責文憑試歷史科及通識科擬題的楊姓

高層，日前被揭發宣稱「沒有日本侵華，哪有新
中國」的謬論，昨日DSE歷史科考試，就有題目
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
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更要求考生根據試卷提
供的偏頗資料解釋答案。考評局有高層涉嫌操控
DSE出題、評分的大權，將個人扭曲的歷史觀加
入試卷，不僅顛倒是非、誤導學生，簡直就是引
導學生做漢奸。教師、考評局人員散播不當言
論，「有毒」教材、試題層出不窮，教育局、考
評局責無旁貸，必須運用公權力，匡亂反正，清
理隊伍，處罰失德失職之人，避免學生繼續被
「洗腦」荼毒。

俗話說：「種什麼因，就會結什麼果。」考評
局有個別高層違反專業操守，公然在社交媒體發
佈美化日本侵略者、歪曲歷史的言論，今年DSE
歷史科考卷出現「日本侵略中國、是否利大於
弊」的考題，一點也不奇怪。 此次出問題的題
目，提供的資料一面倒講述「當年日本幫助中國
走向現代化的一些行動」，但隻字不提期間日本
對中國發起的侵略惡行、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
災難。這些題目帶有極強的政治傾向，明顯混淆
是非，企圖令香港的學生走向支持日本軍國主
義、支持日本侵略者的歷史觀。

考試是指揮棒，對教師授課、考生答題都有強
大的影響力。這樣的歷史科考試有何居心、會造
成什麼後果，答案令人心寒。正如教聯會副主席
穆家駿所指，題目的資料和問法，帶有極強的傾
向性，「若讓學生作答同意觀點，是引導學生做
漢奸。」

試卷和教材歪曲史實、誤導學生，不僅不是個

別現象、無心之生，根本就是處心積慮刻意為
之，而且有持續氾濫的跡象。2017年DSE歷史科
試卷，引用「某壓力團體」1982年的意見調查，
其中稱七成受訪者期望香港維持英國殖民統治現
狀，要求考生「推斷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一項憂
慮」；近日有小學教師上課講述鴉片戰爭歷史時
聲稱，英國「為消滅鴉片而發起戰爭」；有初中
中國歷史科教科書，篡改西方歷史學者的觀點，
抹黑「林則徐毫不考慮禁煙對中英關係的衝擊，
輕率地單方面嚴禁鴉片，顯然是不明智的做法，
並最終釀成戰爭」。這些美化殖民統治者、乃至
荒天下之大謬的教師和歷史教材，對學生的毒害
比鴉片更甚，只會把香港的年輕人培養成認賊作
父、數典忘祖的虎狼之子。

考評局專責文憑試題的製備和評核，掌控試題
方向的大權，對教育方向和學生的影響茲事體
大。但是，考評局個別職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
表不當言論，又被揭有試題偏頗等問題，反映考
評局有必要加強監管。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日前
就批評，「『黑暴』『攬炒』是香港社會的政治
病毒，是『一國兩制』的大敵」，並強調所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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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人員和教育界某些人
扭曲歷史誤導學生的情況變本加厲，這是披着文
明文化外衣的「另類攬炒」，摧毀香港的年輕
人，喪送香港的未來，其危害較之「黑暴」「攬
炒」有過之而無不及，絕對不能等閒視之。

教育局、考評局有責任撥亂反正，做好把關工
作，確保教師及考評局人員恪守專業，保持持平
客觀，杜絕類似問題重演，並引導學生建立正確
國家民族歷史觀、價值觀，行之正道。

杜絕「有毒」教材試題荼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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