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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筆者與立法員議員周浩鼎討論犯罪
年輕化議題，我們發現近年犯罪年輕化有個
現象：反對派「叫人衝，自己鬆」，口說「齊
上齊落」，但身體卻很誠實，被捕時立即「散
水」。反對派煽動他人子女犯法，自己子女
在各場違法暴亂中卻不知所終。反對派利用
別人子女的前途，賺取自己「政治紅利」。
除了在社會不斷搞破壞、「攬抄」外，更甚者在網上平

台製造假新聞，反對派不斷針對政府及警方製造假新聞，
誘使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仇恨政府及警方。而「起底」、欺
凌等更蔚然成風，為了攻訐異己，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早前，我們為了解市民對香港「犯罪年輕化」的意見，
在5月初進行了一份電話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市民認為假
訊息和政客鼓吹犯法的言論是煽動年輕人犯法的兩大黑
手：70.9%的受訪者認為假訊息激發年輕人做出破壞社會
秩序和犯法的行為；61.6%受訪者認為一些社會領袖或政
治人物鼓吹犯法的言論鼓動年輕人犯法。不少市民向我們
反映假新聞和政客鼓吹犯法的言論將不少香港年輕人推上
犯罪不歸路，對越來越多年輕人犯法感到十分憂慮。
為此，我們建議在保障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的前提

下，香港現時未有規管發佈、散播假消息的專門法例，建
議政府制訂《防止網絡虛假資訊法例》，禁止任何人士在
社交平台及網站傳播虛假資訊，減低假新聞對社會的巨大
負面衝擊。此外，針對煽動市民參與非法集會或違法暴亂
的人，應進行刑事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應予以起訴。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們每一個人也應在網上發表

合適的言論，並對假新聞及網上罪行說不！

監警會調查報告還警方一個公道
監警會在15日公佈調查報告，內容涵蓋由2019年6月9

日至2020年3月的大型公眾活動中警方的執法情況，審視

了6個特定事件日子，包括社會高度關注的7月1日有人

攻擊立法會大樓、7月21日元朗事件和8月31日的港鐵太

子站事件，還包括在大型公眾活動期間的警員識別和新屋

嶺扣留中心的拘留安排。報告有力反駁了坊間有關「7．

21」、「8．31」以至所謂「警暴」的謠言，特別是粉碎

了「太子站事件」中警方「打死人」的不實指控，並表明

了示威者是有組織性及暴力的，還警方一個公道，及提出

52項有關的改善建議。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見記者時，形容監警會的
報告是一份全面、客觀，且以事實為基礎、極有分
量的報告。它審視了大量的文件、視頻、圖片；在
網上討論區、社交媒體及影片分享平台尋找大量資
料。接收了社會各界及市民提供的資料，以清楚的
時序將其審視的事件呈現出來，確保內容均有充分
依據，做法亦公開透明。

還原「7．21」及「8．31」事件真相
無可置疑，這份千頁報告以事實為基礎，採用客

觀、系統性分析，內容中肯和具有權威性，釐清事
實真相，還警方以清白。報告重點還原「7．21」及
「8．31」事件真相，警方在去年7月21日當晚
「錯失介入的機會」，引起部分市民不信任，而報
案系統被惡意破壞，影響了警方行動，同時排除了
「警黑勾結」的無理指控及所謂「警員使用過分
武力」等謊言。另外，去年8月31日，旺角發生

暴亂，有暴徒改穿街坊裝前往太子站搗亂，警方關
閉太子站執法「切實可行」，至今沒有失蹤人口報
告，證明打死人且銷屍滅跡「近乎是不可能的
事」。
網上廣泛流傳仇警言論，撕裂社會，對於12宗警方

開槍案，報告確定沒有違規。此外，如去年8月11日
一名女子在尖沙咀警署外被射傷眼睛，及據稱有其他
女性於新屋嶺拘留中心和警署內遭性侵，惟據傳的受
害人未就事件作投訴。據了解，爆眼女子嘗試阻撓警
方索取其醫學報告失敗後，已經匿藏。而涉嫌報假案
的女子，已經潛逃台灣，更被警方通緝。

去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活動，已演變成
暴力及破壞行為，無法無天、暴力及大肆破壞程度是
本港過去50年從未見過的。示威者投擲汽油彈，對公
私財產造成嚴重損毀，而警方搜獲槍支彈藥的事件，
更意味香港可能正邁向恐怖主義年代。報告認同，警
方這段期間的行動均源於執法需要，「警方執勤時面

對暴力行為，有時必須使用武力應對。」

黑暴正滑向恐怖主義須與「暴力」割席
但是，筆者不認同監警會指警方在7月1日立法會衝

突的風險評估有錯誤。報告沒有考慮立法會綜合大樓
本身會容易被人成功闖入的弱點，特別是網上流傳的
視頻顯示，當日是有立法會議員裡應外合、帶領暴徒
闖入立法會。監警會也建議由醫學及科學家組成的專
家委員會，檢討使用催淚煙的做法及程序，但該委員
會中應增加擅長處理暴動的保安專家。
大型公眾集會後，發生暴力示威的頻密度增加、

暴力程度升級，本土恐怖主義萌芽，警方必須汲取
教訓，制定嶄新策略方向，並在資源及科技上作充
足準備，才能應對新的挑戰和攻擊。監警會對黑暴
滑向恐怖主義的定性，有足夠理據，跟港澳辦、中
聯辦的判斷相似，與市民的擔心高度一致。事實
上，反對派大肆鼓吹的「攬炒」就是恐怖主義，這

也是對香港穩定繁榮的頭號威脅，絕對有必要引用
《反恐條例》起訴暴徒及堵截黑金的來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報告全面客觀、依據充
分，記載了暴徒的目無法紀，特區政府全面接納，
並已責成保安局成立專責小組，自己會親自督導及
跟進每一項建議，優先處理的5項建議，包括記者
在大型公眾行動中採訪的安排、警方內部及與其他
相關部門的協調工作、向公眾發放資訊、臨時羈留
設施及警員身份識別等。她讚揚警隊專業，並強調
特區政府會繼續維護法治，義無反顧地向任何暴力
行為說「不」！她直言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
查警隊，削弱警隊，令暴力分子得逞，這做法值得
支持。
香港人必須發揮獅子山下精神，團結一致，迎難

而上，克服目前的困難，守護香港，堅決跟暴力割
席，拒絕「攬炒」，彼此同心協力，關懷共濟，
必定可以締造一個更光明、更美好的將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期接連發放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的言論，繼4月29日公開反對香港就基本法
第23條立法後，他又於5月6日表明美國國務院
將押後向國會提交有關香港的報告。香港的攬炒
派對此的解讀是，美國出手制裁香港的機會增加
了。攬炒派一直寄望於美國出手制裁香港，認為
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重要外援，這種想法其實只
屬一廂情願的幻想。美國插手香港事務，只是出
於遏阻中國崛起的考慮，攬炒派只不過是被美國
利用的棋子。美國自己也明白，遏止中國的目標
不可能實現，被美國利用為棋子的香港攬炒派，
最終也只能成為棄子。
在新一輪的中美角力中，美國一方面積極支

持台灣參加世衛組織的會議，另一方面則借插
手香港事務，意圖在香港社會製造新的矛盾，
引發新的社會危機。攬炒派在去年反修例運動
前後，多次前往美國，主動要求美國插手香港
事務。今年初兩度被警方拘捕的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亦曾往美國，還獲得美國副總統彭斯、
國務卿蓬佩奧在華府接見，公民黨的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曾四次前往美國，而「香港眾志」黃
之鋒還公然要求美國制裁香港，並將香港官員
的資料傳送給美國。
蓬佩奧表明將押後香港報告，黃之鋒迅速作

出反應，認為蓬佩奧點名人大的說法十分罕
見，「絕對事出必有因」，他估計美方或於總
統大選前就香港問題表態，並指9月的立法會
選舉將是國際關注香港情況的主戰場。由此可
見，黃之鋒及攬炒派仍寄望借助美國之力，在
香港奪取管治權，包括透過9月立法會選舉，
取得立法會的主導權。
不過，攬炒派的這些想法不切實際，他們一

方面高估了美國，另一方面則低估了中央。美
國過去一直有插手香港事務，暗中支持黎智
英、李柱銘、郭榮鏗、黃之鋒等攬炒派人物，
在香港社會策動各式各樣的反中亂港的政治行
動，但這些只能說明香港的攬炒派已成為被美
國利用的棋子，並不代表美國會為香港攬炒派
做些什麼。
美國插手香港事務，透過香港的攬炒派在香

港社會搞是搞非，主要目的是要為中國製造麻
煩，遏止中國的崛起。但大部分美國人都明
白，中國的崛起已成定勢，根本沒有力量可以
阻止，美國只不過寄望於這些小動作，拖延中
國崛起的時間而已，而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
國崛起的趨勢。

全面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完
成國家的全面統一，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堅定

意志，中央在這些重大原則上，不可能作出任
何退讓和妥協，不會由於美國政客的幾句話或
搞一些小動作而作出改變。
香港的事情最終要靠香港人自己解決，而最

佳的解決辦法仍然是「一國兩制」。現時香港
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社會上仍未充分理解「一
國兩制」，仍未將「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發揮出最大的優勢，其中也包
括如何在「一國兩制」之下，更好地發展香港
的民主政治。
令人遺憾的是，香港的攬炒派沒有從「一國

兩制」中去探索香港的發展機遇，反而在外寄
望於美國插手，在內則被極端激進派綑綁，推
動「攬炒」策略，企圖以摧毀一切的方式，向
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壓。
家和才能萬事興。香港的經濟、政治和社會

發展都面臨各種挑戰，更有美國虎視眈眈，欲
搞亂香港，香港只有內部充分團結，才可以解
決危機，這就要求從政者，必須先考慮香港的
整體利益，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從市民大眾
的福祉出發，才能為香港創建更好的明天。香
港的未來屬於今日的年輕人，香港的年輕人更
應該從香港自身出發，多做有益香港的事，不
要受人影響，充當別人的棋子。

攬炒派最終只會成為美國棄子
李勝堆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疫情期間，除了防疫抗疫議
題成為全城熱話之外，教育專

業問題成為另一個大眾熱議的話題。4月底發
生的小學常識老師篡改鴉片戰爭歷史、初中偏
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事件、考評局高層網上社
交網站發表有違政治中立甚至道德標準的帖
文，以至最近的歷史科文憑試考卷問題，性質
和程度一次比一次嚴重，究竟香港教育出了什
麼問題？又怎樣走出這個困局呢？
有論者認為，單單以上述四件引起大眾熱議

的教育事件去評論整個教育制度的問題是否有
點上綱上線？但正正在這段疫情期間，學校保
持「停課不停學」的網上教學才有機會讓這些
有問題的教師、教材更容易讓家長掌握，繼而
揭發事件。而教科書審核制度缺乏透明度與考
評局出卷制度也同樣為人詬病。每本教科書經
由5位成員組成的課本評審小組審核，這些成
員的組成雖然可能包括教育局內相關專科組成
員或學校校長、資深教師等，但全部都是透過
專科組推薦就任，而且就每本教科書的審核名

單都保密，留下評語後連問責也可以省略。比
如今次初中中史教科書偏頗問題，教育局翻查
評審意見居然發現是「引用資料及數據適切和
準確」，這明顯反映出「黑箱作業」下的審核
制度未能真正發揮其功效。
而發展至本地文憑試試題淡化日本於上世紀

初至中葉對華暴行，更是將整個教育制度最核
心的問題表露無遺。在「學、教、評」三者當
中，公開考試的出卷方向和模式一直都是引領
着學校如何教育下一代。在教改後，所謂多元
價值的理念成為了主導，在不少人文學科，比
如通識、歷史科等都以此作為一個教育的方
向，逐漸令學生認為其實所有議題都可以用來
討論，是非標準也可以正反立論。這樣的情況
下，原有的一些基本道德觀念變得可有可無，
評卷標準中的「言之成理即可給分」令整個方
向完全帶偏了。加上考評局出卷的機制上與教
科書的審核成員組成有着同樣的問題，就是其
學科的「審題委員會」成員一般由六至八人組
成，當中包括試卷主席、擬題員、審題員及考

評局評核發展經理。很大一部分
人選的選擇權由考評局評核發展
部經理所掌握。「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
相同政治理念或觀點的人聚在一起出這些人
文學科試卷，後果今日大家有目共睹了。
作為一位前線教師，我們每一節課堂都應該

由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組成，正如歷史科
的教育當中，除了講述相關的歷史史實和答題
技巧之外，當中是否更加應該培養一種對國
家、對民族應有的態度或情感呢？在通識科談
及內地發展的時候，除了由議題出發之外，是
否應該培養學生「認祖關社」的情懷呢？
香港教育的問題並不是查找一個兩個有問題

教師或一兩本內容偏頗的教科書所能解決，特
區政府應該在教育行業上大刀闊斧去改革，從
不同學科的課程設計、國民教育、考評制度等
不同的地方手進行，不能再「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地小修小補，否則教育歪風不改，香
港下一代難以重建正確的價值觀。救救香港的
未來，必須由教育先行！

香港教育如何走出困局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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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民建聯副秘書長

海洋公園年年虧損，負
債30億元。不久前，有
建議注資100多億元增加

投資，加建數千個項目以吸引遊客。後
來，疫情爆發，海洋公園暫時關門，特區
政府也改變了增加投資的建議，近日向立
法會申請撥款54億元，30億元用以還債，剩下的24億元
則當成運營基金，不再提擴建了。

還了債還需要24億元運營基金，說明在未來的一段時
間，海洋公園依然會虧損，於是，立法會無一例外，皆表
示會反對撥款，建制派中也有聲音認為海洋公園已完成了
歷史任務，應該關門。
當初，海洋公園的興建，純粹是為香港居民提供娛樂場

地，由港英政府撥地，馬會捐款興建而成。2003年開始
了自由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內地沒有類似的大規
模主題公園，因此，海洋公園成為內地旅客熱門的旅遊景
點。
不過，海洋公園與迪士尼公園在本質上最大的不同，是

知識產權問題。迪士尼公園的卡通人物是屬於迪士尼公司
的知識產權，海洋公園則沒有任何不許其他人模仿的知識
產權。於是，全世界到處都有海洋公園，最靠近香港的珠
海橫琴，就有規模不小的海洋公園。在內地經營海洋公園
的成本遠比香港低，而且不需要簽證自由前往，香港海洋
公園的競爭力就下降了。這不是香港海洋公園管理層的經
營管理出了問題，而是形勢逼人，是香港競爭力的自然下
降所導致，任誰來管理都不可能挽救。從這個角度來看，
海洋公園的確是完成了其歷史任務了，從現在開始，應該
開展新的任務。

新的任務應該回到海洋公園成立初期的本質，即為香港居
民提供一個娛樂場所，而不是吸引外來旅客的大型主題公園。
作為本地的娛樂場所，海洋公園沒有必要保留目前所有的設
施，相當大部分可以拆除，空出的土地可以建住宅，可以建
商場，世界上許多大型的水族館都設在大商場裡。
要重新規劃海洋公園，特區政府第一件事要做的是重新

審視海洋公園法，清除所有的不必要限制，全面鬆綁，特
別是土地用途，要讓海洋公園的新經營者自由發揮，最能
發揮市場經濟的做法就是上市，讓海洋公園上市集資，利
用集資所得重新規劃，上市後的海洋公園，也可以在公園
內建房屋出售賺錢，建商場出租，集地產、娛樂、保育於
一身的大型上市公司，而特區政府就是這家上市企業的大
股東，情況與港鐵類似。
當然上市之前，先得還債及繼續經營，因此，54億元

的撥款還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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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博士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歷
史科必答題裡，出現「是否同意

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這種試題。考評局卻在事後宣稱「評卷準則清
晰，開放式試題訓練學生高階思維，只要同學
在不同角度提供看法，評卷會按有關方向處
理，有關爭議不會對學生的評核有影響。」
教協更揚言「教育局在欠缺理據的情況下史無

前例地就考評局的試題作出譴責，性質十分嚴重，
不但反映局方為了追求政治正確，扼殺考核中的
討論空間，而且是對教育專業的再次嚴重踐踏，
實際是要再次剝奪教育界專業自主的空間」。

原來，香港教育界的「專業人士」就是這麼
教育香港下一代的。
從1900年日軍攻陷天津開始，到1945年日

本無條件投降，這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日
本製造「濟南慘案」、南京大屠殺、平頂山慘

案，強徵慰安婦，成立細菌部隊用中國人進行
「活體解剖」試驗，四處燒殺搶虐，種種惡行
造成數千萬中國平民喪生，數千萬個家庭流離
失所、家破人亡。
這些痛苦慘烈的民族歷史剛過不到一個世

紀，香港教育界的代表們卻一個兩個跳出來，
要讓數萬名中學生在人生中極其重要的一場考
試中，討論這段時期日本對中國是否「利多於
弊」。何其荒唐？
筆者倒要問問，為何這道題目的材料中隻字

不提日軍侵華的歷史，只一味美化日本在華行
徑，還有哪些不同角度供學生思考？難道學生
真要一葉障目，無視同胞的慘死、無視國土的
淪陷，引用你們提供的那些片面材料，偏要從
所謂「經濟和現代化」上回答日本帶來的「恩
惠」？如若不是，考評局之後打算如何批改試
題？對學生回答的評分標準又是什麼？

更要問教協，你們所謂的「討論空間和專業
自主」指的又是什麼？日本侵華這些罄竹難書
的罪行難道還有可以辯論和維護的空間嗎？難
道你們教導學生的就是背宗忘祖，在被侵略之
後還要為侵略者辯護嗎？你們要自己教出來的
學生，在面對歷史時始終是狡辯、抵制、淡忘
的態度嗎？
回歸23年，最大的問題就在教育。究竟這些年，

老師們都是怎樣教育孩子的？是告訴他們殺了人
也是可以原諒的，還是跟他們說其實侵略者也是
仁慈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法西斯的時候，香港教
育界卻跳出來說，其實法西斯也做了不少好事。
這哪裡是老師？這分明就是邪教頭子。

時至今日，如果再不下手挖出教育界的毒
瘤，將這些得了「歷史健忘症」的「老師專家
們」剔除，香港下一代的未來可能就要毀在他
們手裡。

得了「歷史健忘症」的香港教育界
楊志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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