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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香港中學文憑歷史科公開
試，有題目設問：「『1900-19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

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題目再附加兩條「利好」資
料，就要考生申論。稍懂中國近代史，這一直述到位的
「利大於弊」實在駭人聽聞，出題者是手捏把玩、向中
國近代的悲痛傷口灑鹽、輕蔑中華民族近半世紀的掙扎求存、無數軍民
以死傷抗日的沉重代價。

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息的對話。歷史教學工作者，以學生為本，
用心將史實、史情、史理的結合，一盞青燈，對得起學生、更要對得起
歷史。不用設什麼外畫紅線，卻必須要撫心自問，是否夜半敲門也不
驚，能與史魂共問千秋。

1900年不是突然降臨，橫空現世，再早幾年，有1894年的甲午戰
爭，這是日本第一次明目張膽的侵略中國，一條馬關條約，日本「蛇活
吞大象」，將整個台灣奪去，至今天，中國還未統一。日本的掠奪大成
功，刺激西方列強作勢力劃分，中國處處是租界，與香港直接關聯的，
就是「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九龍界限街以北的土地，就租給英國，竟然
可以為期99年。
題目所指的1900年開始，是列強聯合侵略的八國聯軍，日本高度介

入，中國被侵略，同時被罰4億5千萬，即全中國每一個人民都要被罰。
至1919年，日本趁巴黎和會，在美國包庇下，奪我國青島，荒謬至極，
五四運動起，日本暫時半場休歇，卻未停蠶食傷害中國之精密部署，終
有1931年之「九一八」瀋陽事變，日本獅子大口開，整個東三省都落入
日寇手中。東三省的廣闊土地、豐厚資源，相等於多少個香港？

1932年，日本再發動「一二八」上海事變，華中危亡，偽滿洲國又
被日本扶植出來；更傷害中華民族、赤裸裸地侵略，眾所周知是1937
年「七七」蘆溝橋事件，自此往下到1945年抗日的慘勝。八年的淒風
苦雨，中國軍民犧牲寶貴生命面對日本的狂轟濫炸、大炮刀槍的砍殺，
喪命人數保守計算，超過3,000萬。光是一場南京大屠殺，有文字、有
影音佐證，是慘絕人寰。

1900年至1945近半世紀，日本加於中國的種種，是人命大侵害、經濟
大剝奪、民族尊嚴被大踐踏。一句話，罄竹難書，人神共憤，何利之有？

執筆至此，再問設題者、審題者，還能問「1900年至1945年，日本
對中國是利大於弊嗎？」還有小撮歷史科老師置身事外，說可用日本侵
華血淚斑斑的苦難史，以利弊「設題」方式，培育學生的高階思維？

究竟此一設題，是要成就所謂高階思維的冷靜？抑或要置人道、和
平、良善、民族苦難於不顧的冷血？

歷史如山，如此居心叵測的歷史考題設問，要不得！

把政治主張帶進教育專業荼毒學子必須糾錯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港澳事務，確保港澳堅守「一國兩制」，推進港澳社

會行穩致遠發展。故此，二月初中央對港澳工作體系作出重大調整，提升

了港澳辦的架構和職責。港澳辦與兩個中聯辦實現一體化領導，香港中聯

辦設立發言人機制，產生的積極作用立竿見影。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四月份，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分別發出嚴
正聲明，點名批評公民黨郭榮鏗為了謀取政治私
利，罔顧公眾利益，採用卑劣手段癱瘓立法機關運
作，質疑其所作所為蓄意違背宣誓誓言，構成公職
人員行為失當。

「兩辦」嚴厲譴責「攬炒」不會得逞
港澳辦和中聯辦及時強烈譴責反對派，讓社會各界

認清反對派議員的醜惡面目，他們為了阻撓《國歌
法》本地立法通過，將社會大眾利益綁上「攬炒」戰
車，用盡惡劣伎倆，使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歷經7
個月仍無法選出主席，直至5月18日才在建制力量抗
暴力衝擊，陳健波議員主持會議時驅逐十幾名反對派
議員，內會主席終於塵埃落定。在這7個月的空檔
期，嚴重影響了立法會的正常運作，導致大量涉及經
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立法議案無法表決通過，犧
牲了香港人的整體利益，阻礙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有

效施政，並且拖延了《國歌法》的立法程序。港澳辦
和中聯辦的強烈譴責，有理有據、有震懾力，及時阻
止反對派議員繼續不擇手段、肆意妄為地鬧下去，促
使立法會恢復正常運作。
在本港疫情逐漸受控之際，社會各界期待在特區

政府的帶領下，集中精力重振經濟，走出困局，令
香港早日恢復正常。但是，反對派最近又發動違法
聚集、滋擾商舖和擲汽油彈等新一輪激進暴力犯罪
活動，他們的目的是要全民「攬炒」：在議會搞
「政治攬炒」、在社會上策劃「經濟攬炒」、在街
頭煽動「暴力攬炒」等等，企圖搞亂香港，讓政府
施政停滯、失業率攀升、民怨四起、社會動盪不
安，以使他們可亂中謀利，火中取栗，在立法會選
舉中奪取更多議席。有反對派政棍甚至毫不掩飾地
恐嚇，若9月立法會選舉他們實現議席過半，將否
決所有政府法案及撥款申請。如果他們陰謀得逞，
特區政府施政將如雪上加霜更加困難，香港經濟民

生發展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如果不全力遏止，香
港恐將陷落萬丈深淵。

教育試題以歪理對學子洗腦
除此之外，反對派無孔不入四處播毒，反映在教

育方面尤為突出。本月初的文憑試歷史科考卷甚至
出現「『1900-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
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的考題，提供的資料
卻一面倒講述「當年日本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
些行動」，美化日本侵華罪行，卻隻字不提日本對
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造成中國人民深陷戰火、妻離
子散、家破人亡等深重災難的罪惡行徑。這些題目
帶有極強的政治傾向，明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居心惡毒，令人不寒而慄。另外，通識科也被滲入
「港獨」意識、「仇警」圖文，這些被揭露的只是
冰山一角。所以，教育局、辦學團體及學校的管理
層必須嚴格把關教材內容，純潔教師隊伍，還校園

一片淨土，確保莘莘學子不被歪理荼毒。
上述種種情況，實在令人堪憂，廣大市民必須看穿

反對派的醜陋面目，拒「攬炒」、反「暴力」、抗
「港毒」。香港經歷反修例風波及新冠病毒疫情的雙
重衝擊，經濟民生已受到嚴重拖累，上季GDP按年
收縮8.9%，是有記錄以來最差的季度。2至4月份的
失業率已升至5.2%。因此必須認清反對派的「攬
炒」，已成為香港經濟復甦和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
鑒於香港現時面臨的危機和挑戰，5月5日，由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擔任總召集人，聯同
1545位共同發起人，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實踐共同宣言，帶領香港再出發。廣大愛國愛港民
眾都期望香港經濟能盡快全面復甦，為此，我們必
須更加團結一致，同心合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
警方止暴制亂、維護法治，齊心合力保障香港整體
利益、保護香港下一代，與「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一起合力推動香港重新出發。

不久前，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
（NDI）再度發佈所謂的《香港民主化的
承諾》報告。自香港回歸以來，NDI就以
評估香港的民主狀況為「己任」。這已是
其連續發佈的第17次報告，也是夠「專心
致志」的。作為專業的非政府組織對「專
業」問題的分析，最起碼應該基於基本的
事實，在這個前提之下，如果能對焦點問
題的解決，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也不是不
能接受。但事實卻是，包括NDI在內的
「致力於」研究香港問題的一些非政府組
織，經常是非顛倒、黑白混淆。

不過對他們來說，幹這種事情已經是家
常便飯。不僅僅是在香港問題上，可以說
他們也很「執着」地在全球範圍內，對主
權國家的內部事務指手畫腳、甚至推動
「顏色革命」，推翻人家的政府。

NDI是在為暴力暴徒暴行張目
NDI發佈的《香港民主化的承諾》系列

報告，聚焦香港的民主、人權、選舉、自
治、法治等問題。由於去年香港發生「修
例風波」，所以這份報告的焦點「理所當
然」就是述說「修例風波」的來龍去脈。
NDI聲稱該報告是基於其與喬治城大學亞
洲法律中心的聯合研究團體，在香港對政
界、學者、律師、社會活動人士以及商界
領袖的深度訪談的基礎上撰寫而成。如果

真是如此，NDI在報告中還能歪曲「修例
風波」的真相，將黑暴行為粉飾成和平示
威，將具有本土恐怖主義特徵的動亂美化
為民主運動，將香港警方維護社會穩定和
法治秩序的正當執法歪曲成暴力執法，只
能說NDI是在為暴力、暴徒、暴行張目，
其發佈的報告內容是與民主、法治、和平
的本質相抵觸的，也是與其自我宣稱的
「NDI致力於加強和擴大世界民主」的宗
旨相違背的。

雙重標準已經成為其政治DNA
去年「修例風波」期間，筆者曾多次前

往香港，與包括反對修例的青年、學生在
內的不同人士交流。不得不說，大多數年
輕人並不知道《逃犯條例》為何物，只是
在炙熱的政治氣氛中隨波逐流、隨風起
亂。事實上，包括基本法在內的香港法律
是保障港人和平的言論、集會等權利的，
要不然香港警方也不會一次次允許反對派
進行集會和遊行。但當這種被保障的權利
變成刀刺警察、火燒路人、磚擊老人等具
有恐怖主義特徵的暴力，變成佔領立法
會、火攻警察局、衝擊中聯辦等公權力的
暴力，變成污損國旗、國徽等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利益的暴力，變成佔領大學、癱
瘓機場、地鐵、隧道等危害公共安全的暴
力，試問世界範圍內哪一國、哪一城會保

障這樣的惡行權利？
NDI在報告中將這些觸目驚心、泯滅人

性的極端暴行美化成為了民主進行的抗
爭，把極端分子、暴徒包裝成民主人士，
不但是對法治的褻瀆，也是對其「民主協
會」名稱的諷刺。希望NDI也能把這種美
化、包裝的「技能」應用到美國對暴力分
子的嚴厲處理上。
香港之所以成為全球金融中心、成為亞洲

最安全城市的基石就是法治，法治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維護、珍視這一核心價值必須透
過法治的手段，對危害、損害港人珍視的核
心價值的行為進行懲處，「依法護法」。最
近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立法會
表示，去年6月至今年4月中，「修例風
波」中共有8,001人被捕，1,365人被起
訴，566人被控暴動罪。近期，隨着新冠肺
炎疫情受到控制，一些暴力分子又出來大肆
破壞，危害剛剛從疫情中得到喘息的港人的
正常生活秩序。對於警方的執法，那些西方
的政客、機構、組織如跳樑小丑一樣，爭先
恐後地跳出來指責，而對於暴徒的行為卻默
不做聲、視而不見。這種雙重標準已經成為
他們的政治DNA。
如果NDI能為香港的發展、穩定提出點

切實可行的建議，而不是煽風點火、顛倒
是非，我相信有關各方都是歡迎的，也對
得起名稱裡那「民主」的旗號。

NDI美化香港暴力行為是對法治的褻瀆
張建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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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政治衝突屢走極端，「港獨」分子越見猖
獗。就近期修例風波為例，一些激進分子以「香港出
路」為幌子，公然發表「港獨」言論，藉助外部勢力，
煽動青年「攬炒」，美化違法暴力行為，企圖癱瘓政
府、去中央化。

不少香港人的國家安全觀念相對薄弱，從一開始的和
平遊行示威到暴力衝擊、焚燒國旗，如溫水煮蛙，相當一部分年輕人被
利用而不自知，一步一步成為分裂勢力的棋子。

香港回歸至今已二十三年，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國家主權和安
全不容威脅，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維護國家安全亦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
制責任，亦關乎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自2002年至今，每提起二十三條，都會激起一番爭議和烽煙。多

年來，二十三條被有心人惡意抹黑，大肆渲染立法是為了壓制異己、
侵蝕人權，控制港人生活，呼籲市民用盡辦法拒絕、阻止立法，導致
相當一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被有心人的政治操作誤導，在一知
半解的情況下高呼反對。筆者相信，大部分人都只是為反而反，未曾
認真了解過二十三條的條文內容，更遑論平心而論去解讀當中作用和
意義。

二十三條的條文內容其實字面上已說得非常清楚：「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
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二十三條所針對的，是涉及間諜、顛覆國家、煽動叛亂等的嚴重罪
行，常人不易觸犯，完全不會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亦不會影響市民的
權利和自由，就部分市民擔心會失去人權和言論自由，完全是無稽之
談。事實上，很多國家一早已有針對國家安全立法，如美國、英國、加
拿大、法國等，甚為普遍。

國家安全是發展的基礎條件，社會安寧是人民安居樂業的保障，香港
不能再繼續亂下去，香港優勢不能再被肆意踐踏，填補香港對於國家安
全的漏洞迫在眉睫，《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已不容再拖。港人亦應該
明白個人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自覺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共同築起國
家安全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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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早前引用

議事規則第92條，決定由財委會主席陳健
波主持選舉。經過一輪激烈衝突場面，終
於選出李慧琼擔任新一屆主席，亦同時令
經歷七個月、連續17次會議選不出內會主
席的政治鬧劇畫上一個句號。內會運作重
回正軌，筆者認為這符合大多數香港市民
期望，有足夠民意支持。
主持內會選舉主席的反對派郭榮鏗早前

接受訪問時，直認拖延內會主席的選舉就
是不想通過《國歌法》。國歌是國家的象
徵，《國歌法》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盡
快完成該法的本地立法是立法會應盡的憲
制責任。郭榮鏗赤裸裸的表白，充分說明
反對派為何以各種藉口拖延內會選出主
席，因為他們背後有9月立法會選舉策略

的考慮，他們打拖延戰，不讓《國歌法》
通過，就是凸顯其「反中」立場，為立法
會選舉中獲取「本土派」選票而鋪路。再
則，反對派利用內會這戰場，持續上演
「拉布騷」，在聚光燈下搶盡風頭，塑造
自己是強權下「對抗者」的形象，以討好
反修例事件中的一些同情者，獲取所謂
「政治中立者」的選票。君不見一些不是
立法會衝擊場面常客的反對派議員們，近
兩次在立法會內會會議搖身一變成為「梁
國雄」式人物，在鏡頭下交足戲。
另外，有反對派聲稱，選出了內會主

席，就會通過政府的一些「惡法」，包括
《國歌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等等。
長期以來，反對派就是使用一些恫嚇香港
人的方式，在選舉前不斷製造恐慌情緒，
藉以騙取選民手中的一票。有評論認為，

回歸至今，反對派就是擅於
利用兩種方式騙取選票，一
是利用恐懼，二是利用仇恨。例如2003年
開始，反對派不斷利用特區政府就基本法二
十三條立法，用造謠的方式威嚇港人，把港
人玩弄於股掌之中，為立法會選舉積累本
錢。又如近年，反對派利用「自由行」政
策，製造香港與內地矛盾，挑撥港人惡意仇
恨內地，意圖利用「本土派」吸引年輕人選
票，更不說反對派勾結境外敵對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唱衰中國的種種陰謀。
總括而言，反對派正是利用「內會停

擺」作為今年立法會選舉的焦點，而內會不
能運作，最終受害的是全港市民。今年9
月，希望市民要認清反對派是在損害香港利
益，不要被反對派再次綑綁在他們獲取政治
利益的戰車上，令大家付出更大代價。

內會重回正軌 符合主流民意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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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發展理應具有針對性，同時保持克
制。絕大多數國家和政權，沒有擴張性想
法，或地區、全球霸權野心，因此，在發
展軍力、尤其先進軍備時，應當着眼於需
要什麼，而不是能夠研發、生產出什麼。
而具體的防衛需求，又往往和自身的安全
面貌、地緣態勢、潛在對手的戰略意圖相
關。這是一個互相適應，不斷尋找內政、
外交平衡點的過程。過度防務投資，反而
會引起地區，甚或全球不安。

美國作為世上唯一超級大國，冷戰後對
中俄的戒備時鬆時緊。近30年來美軍費用
高居不下，至今還保持十艘以上的航母，
讓世界大小國家縮減軍費開支實在說易行

難。無論基於國力考慮、自身利益和地區
安全，中俄都不宜與美國進行冷戰式「肌
肉比試」，而只能、只可作針對性的裝備
研發與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尤其是
「高超音速」反艦導彈，就成為防務、政
治上最可靠可行的選擇。
「高超音速」武器，其實是不同尖端科

技的再整合和性能提升，主要在概念而非
技術上突破。「高超音速」武器的兩大基
礎，只有中俄較為具備。其一，是先進可
靠的大推力、固體燃料火箭；其次，是全
天候、大區域，甚至是全球範圍的偵測系
統。
去年國慶大閱兵的重點，就在於「第二

炮兵」由獨立兵種升格為「火箭軍」，與
陸、海、空軍平齊。當時展現的裝備，尤
其是涵蓋短、中、遠、洲際射程的東風系
列，反映解放軍陸基彈道導彈，技術水平
已不下於美俄，在體積、精度方面，應當
比俄國還有所超前。
從東風17到26再到31、41，中國能夠

大量生產一級、二級、三級火箭，讓解放
軍得以配上不同的「高超音速」機動戰鬥
部，不但可以打擊固定、機動的目標，而
且成本更配合國防預算，既不掉進軍備競
賽的陷阱，又具備充足的防禦手段，更不
會引起周邊友鄰戒懼，三者兼得，是合適
的國防策略與政策。

中國發展「高超音速」武器 不掉軍備競賽陷阱
許楨 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