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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
大灣區發展空間闊

葉國謙：
創造便利北上條件

陳勇：
認清身份突破瓶頸

黃玉山：
正向教育消除偏見

「我一輩子都在做教育，未來是年
輕人的，我們一定要關心年輕人。」
今年兩會將就高等教育等提出建議
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
學校長黃玉山，希望透過香港與粵
港澳大灣區合作等多種途徑，為香港
的年輕人謀求更好的教育和出路。
不過，香港下一代培養的現狀，

令黃玉山感到擔心。他表示，香港
青年面臨許多問題，包括對國家、
歷史以及「一國兩制」缺乏了解，
缺乏正向教育等。社會上有別有用
心人士，正利用年輕人的這一現狀
慫恿他們參與違法犯罪行為，甚至
有不少年輕人正面臨法律的制裁。
黃玉山直言，作為教育工作者，
看到青少年因為參與違法事件而接受
審判，感到很難過，雖說學生是容
許犯錯的，但若干犯刑事罪行，就
必須承擔法律後果。他強調，香港
一直崇尚法治，如今更必須堅守法
治，必須明確反對暴力和攬炒，必須

依法懲處犯罪行為，以儆效尤。

認識中國 去妖魔化
黃玉山說，如今許多香港年輕人

對內地有誤解，學生缺少真正了解
中國歷史的機會，社會上也充斥妖
魔化內地的言論，這些狀況必須要
改變。在香港長大並接受教育的黃
玉山坦言，自己亦是在加拿大求學
時逐漸產生了國家和民族認同感。
他直言，旅居海外、接觸外國

人，才慢慢感覺到自己的根在中
國，亦開始主動認識國家，建立主
人翁的心態。從自己的經歷中，他
相信通過耐心地解釋、增加香港學
生赴內地交流活動、加強正向教育
等，改變香港青年人對內地的誤
解，加強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仍十
分可行，而特區政府在幫助青年、
教導青年等方面亦責無旁貸，同
時，為培養好下一代，社會各界人
士亦都要不斷努力。

香港在教育、考試中都出現諸多
扭曲歷史的內容，香港國民教育一
直被指有所欠缺。在今年兩會期
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
成員葉國謙主要會就加強國民教育
等議題提出建議。
他指出，香港回歸23年，教育

界仍出現顛倒歷史的情況，充分顯
示需要加強香港青年認識國家的能
力，着重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讓香港青少年、中小學校長對國家
國情、發展增加了解，亦有利於推
動兩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
交流。
在提供良好的發展機會和條件的

同時，葉國謙強調，年輕人必須樹

立遠大的抱負和目標，但他坦言，
當前的就業環境確讓許多年輕人感
到沒有前景，薪水與20年前相若，
升職空間亦不比從前，年輕人確實
面臨上流難的問題。
他認為，大灣區為年輕人提供了

新的發展空間和機遇，故希望增強
兩地融合，為年輕人到大灣區其他
城市謀發展創造便利條件。
考慮到年輕人一旦北上工作，家
庭和子女教育問題必須解決，他希
望推動區內其他城市向深圳看齊，
允許香港居民入讀公立學校，並形
成配套制度，進一步放寬內地部分
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為青
年尋找更多上流機遇。

過去一年，許多香港年輕人
被捲入亂港的政治事件中，但
中央對香港青年的關心始終未
變。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
示，中央特別支持香港發展、
關心香港年輕人，只要代表提
出的辦法可行、年輕人接受，
相信中央都會支持。
他表示，自己曾在升學、培
訓、在國企就業等方面提出的有
利於青年發展的意見，都獲中央
支持，而為香港年輕人爭取參與
外交領域、「一帶一路」發展的
機會等，中央亦沒有表示拒絕，
但重點是香港年輕人要有這樣的
承擔，要給中央信心。
譚耀宗強調，大灣區對所有香
港人，包括年輕人來說是很好的

發展機遇，讓香港和廣東省9個
基礎比較好的城市加強合作，為
香港加大很大發展空間和機遇，
「本來大家熱火朝天、出謀獻策
要發展大灣區，這個時候出現修
例風波、『反中』情緒，浪費了
一些時間，但大灣區不會因為香
港小部分人抗拒、不理解而不
做。」
他指出，畢竟香港地方有
限，大灣區給香港年輕人提供
很多機會，讓年輕人去創業
等。他希望通過先有人在大灣
區其他城市成功開拓事業，之
後再分享經驗，透過成功例子
帶動其他，並希望能透過提供
發展機會感動年輕人，而非糾
纏於價值觀、意識形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
自己是次在全國兩會提出的建議
包括了青年發展範疇。他指出，
粵港澳大灣區會為香港年輕人帶
來新機遇，但香港青年必須加強
了解國家歷史和國情，認識自己
的國民身份，在投入國家建設的
同時尋找自己的發展機遇。
陳勇表示，今年兩會期間，他
將在民生、青年發展、為香港突
破瓶頸及創造經濟新亮點等方面
提出建議，特別是香港社會廣泛
關注的青年發展。他坦言，香港
在培養青年發展方面做得遠遠不
足，未有讓他們充分了解國家歷
史及國情，令他們容易被別有用
心者利用，不少香港青年參與到
持續至今的黑暴就是明證，而這
與香港整個教育制度及青年政策
有關。
他引用人生哲學的三大問題，
分別是「我是誰」、「由哪裡
來」、「到哪裡去」來分析香港
的青年培養工作。陳勇認為，在
「我是誰」方面，需要幫助年輕
人了解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由哪裡來」就要青年回顧中國
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當中所經歷
的苦難及曲折，看國家是如何發
展而來；「到哪裡去」指青年的
未來及目標方向發展，即香港已

發展到瓶頸，政府可資助和支持
香港青年走出去，如到大灣區發
展，或沿着「一帶一路」去留
學、交流。
「大灣區可以突破香港嘅瓶

頸，而且香港地方細，如果唔同
大灣區結合，就等於冇咗一個後
花園。」陳勇說，雖然中國的起
點低，但不斷努力尋求進步，故
現時中國在文化、制度、人文、
科技創新及經濟方面已經是世界
第二，何況這種成績不是自封，
而是世界有目共睹。他說，如果
香港青年不參與進國家的發展，
其實是錯失了機遇。
他相信，香港的青年能想通，

但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機會及先
行先試的成功例子，他舉例，曾
有學歷不算高的港青獨自到佛山
創業發展，「當時全家同朋友都
反對，覺得佢喺內地乜人都唔
識，可能會被人呃。」但由於得
到當地的創業協助，這名青年現
在接獲的訂單已經應付不來，更
帶動了很多人願意回內地發展。
同時，陳勇正逐步爭取港人到
內地發展時與同胞相等的福利，
並希望將回鄉證直接變成內地公
民的身份證。他認為，當福利越
對等時，相信大家的國民身份的
認同感會越強。

香港年輕人是建設國家、建設香港的未來希

望，培養有擔當、有能力、有抱負、有國家觀

念的下一代，是全社會始終關注的話題。惟過

去一年的社會亂象，見到有青年被人煽動、誤

導參與黑暴而斷送前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將於明日開幕，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對有年輕人被捲

入政治事件感到痛心。有代表將在兩會期間建

議未來加強國民教育，幫助青年融入國家發

展，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多個新

機遇中，實現個人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杜思文、郭家好

中華人民共和
國在1997年恢復對
香港行使主權，香港經歷
了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後終於
回歸祖國，從此進入嶄新的時

代。這是一件值得中華民族共同慶祝的大事。
然而，香港雖然回歸祖國已經二十多年，但香港人尤

其是青少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方面存在缺
失，對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認識不足，甚至出現傳統文
化傳承的斷層，令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存在不足。
令人震驚的是，即使是教授中國歷史的教師，對國史

的理解也出現關鍵性錯誤。例如近日在香港可立小學的
小二常識課網上教學片段中，負責教師在片中旁述介紹
鴉片戰爭時，稱「英國發現中國很多人吸食煙草，為了
消滅鴉片，派兵攻打中國」。這個說法完全顛倒黑白，
明顯不符合事實。
因此，提升香港人，包括青少年和教師對中國歷史、

中華文化及當代國情的認識，就顯得非常有必要。就
此，我們提出9項建議，包括成立專責機構以更好地規
劃及推動相關工作，並吸納一定比例的香港專家加入，
以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更好地協助推動國情教育。
同時要加強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如哲學思想及中國歷史
等，包括將更多內地的珍貴歷史文物運到香港進行公開
展覽。
教育方面，應完善香港學校與內地進行交流學習的長

效機制，把參加內地的歷史文化交流作為香港學校一項
實踐性教學項目，讓所有香港大中小學生都有機會參加
學習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主題的交流活動。並推動更多香
港與內地的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加強兩地青少年交
往，透過朋輩交流加深港人對國情的認識。同時應加強
對香港青少年，以及香港大中小學校長、校董和教師的
當代國情和歷史培訓。
而內地駐港機構也可多舉辦公開的講座，邀請內地學

者到香港講解國策、國情、歷史及外交政策等。並鼓勵
及推動民間交流合作，借助民間的豐富資源和智慧，共
同推廣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和國情教育。可考慮在珠三
角地區設立港澳青少年交流培訓基地，以接待港澳青少
年進行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和國情教育、企業機構參
觀以至兩地學生交流等活動。同時有關部門可製作
更多相關的節目，並透過多元化渠道包括互聯

網及電視頻道等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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