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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必須為教
育把關。其實香港教育制度，包括學校、
課程和師資等，都需要來一次大檢討，讓
校園回歸正途，為香港培育具寬廣視野、
尊重歷史、愛國愛港的下一代。
2012年，一些學生受到一些政客煽惑，

策動反國教風波，結果令到「港獨」思潮開始在校園和青
少年群體中散播。2014年，立心不良的政客和學者曾煽
動學生和青少年參加違法「佔中」；到去年，又是包藏禍
心的政客、學者利用反修例風波誤導學生，鼓動他們參與
暴力衝突，一些「黃絲」教師更在校園鼓吹仇警、辱警文
化，美化暴力，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荼毒學生的歪風從未止息。剛過去的中學文憑試歷史科易
考試，又出現荒誕冷血試題，歪曲歷史，嚴重傷害中華民族
的情感和尊嚴。上世紀，日本侵略中國對中華民族造成的苦
難和傷痛，罄竹難書，根本無需要討論利弊，除非設計試題
的人另有圖謀。有媒體揭露，負責擬題的考評局有兩位高層
經常在社交媒體上散播辱華親日、反政府的訊息。考評局應
立即行動，取消這條扭曲歷史、誤導學生的試題。

教育對香港、對年輕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連負責設計
和評核香港公開試的法定機構也出了毛病，可見香港教育
的問題已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特區政府、社會各界應該
盡快找出病因，及時醫治、根除。其中的治療方法之一，
就是向莘莘學子進行尊重國家情懷的正向教育，在大是大
非問題上懂正確判斷，同時要加強「一國兩制」下的愛國
教育，增加學生對祖國歷史和發展的認識，這樣他們才不
會受到反中亂港的教師和政客煽惑，使到香港下一代有正
確的國家民族歷史觀，香港的「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確
落實。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公然侮辱警方，引發社會公
憤，通訊事務管理局、商經局在收到超過3,300個市民
投訴後，向港台發出警告，敦促要嚴格遵守《電視節目
守則》。港台機構傳訊組總監伍曼儀表示，港台接受有
關裁決並嚴肅跟進，並向因連串事件引起對港台不滿人
士及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致歉，本季《頭條新聞》播出後
暫停製作。本來，《頭條新聞》宣佈壽終正寢，以示為
錯誤負責。不過，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恩日
前公開表示，製作團隊與廣播處長梁家榮會面後，該節
目將如期「暫停」，但會在下季「復活」！

這分明是耍暗度陳倉之計，用「暫停製作」應付外界批
評，待風頭過後又死灰復燃，值得社會注意。據趙善恩
說，廣播處長梁家榮同意《頭條新聞》會在完成今季後暫
停製作，然後會有大型檢討，下季會繼續製作。
對於被媒體問及，港台節目未來會否更注意言行與立

場，趙善恩則認為，這要由前線同事去思考，但她補充，
「在一個戲謔節目中，權貴是應被監察，而小市民可以藉
由『笑一笑』，抒發怨氣，若把『戲謔』當做大事去處理
是誇張。」
從趙善恩的回應可見，港台製作團隊不認為辱警言論、

偏頗立場是新聞專業性出了錯誤，反將事件視之為「政治
打壓」，擺明「死唔認錯」。由此更可預見，所謂「大型
檢討」不過是走過場，企圖等社會怒氣稍緩，《頭條新
聞》便繼續開工大吉，萬事照舊。
翻看通訊局與商經局發給港台的公文，發現有關批評公

允客觀，例如指2月14日《頭條新聞》多次惡意抹黑、
污衊、侮辱、中傷和嘲諷警方和政府，煽動對警方的仇
恨，一面倒針對政府、警方和建制派，偏袒反對派，甚至
有一個環節，有主持以類似警員的裝扮，暗示警隊是廢物
等。相關內容誇大失實，滲入極濃厚的個人情緒。

《頭條新聞》不是一個三流KOL的個人意見節目，而
是由公帑營運、代表港台的，社會對其新聞專業性必然有
更高的要求。但《頭條新聞》沒有提供公允的時空讓警
方、政府回應針對他們的批評，連平衡客觀的最基本的新
聞操守都欠奉！

目前香港傳媒有一股混淆「自由」與「任性」的歪風，
把捍衛「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天職混淆成「隨心
所欲、無所顧忌」。《頭條新聞》走火入魔，便是典型例
子。

監警報告還警隊公道 糾纏抹黑必須停止
監警會關於警方處理「修例風波」的審視報告，內容

嚴謹翔實、客觀公正，結論和建議具有說服力。報告披

露的事件經過、具體求證，逐一戳破詆毀警隊的各種流

言蜚語，還了警隊公道。事實真相在前，糾纏抹黑警隊

的言論站不住腳，必須停止。有人企圖透過扭曲報告繼

續為糾纏抹黑警隊製造借口，不可能得逞。維護法治安

寧是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社會各界應該大力支持警隊

嚴格執法、維護法治安寧，支持特區政府根據報告的建

議，共同研究落實完善警隊執法的措施。警隊還需根據

報告發出的警號，加強防範和打擊本土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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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14日宣
稱要「跟中國斷絕整個關係」的

第二天，美國對中國華為公司祭出新的封殺令，
限制全世界所有半導體廠（包括晶片代工、IDM
廠），凡有使用到美國軟體和設備，在為華為提
供產品之前，都需要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證。國
際間形容這等同美國以國家力量對華為使出終極
殺手鐧。不過，筆者認為，這可謂特朗普式的
「攬炒」，這種違反國際公平交易原則的無理行
徑，自然給華為帶來極大的困難，傷害了中國的
利益，但是華為絕對不會因此關門，相反會倒逼
中國「芯片」絕處逢生，中國高科技迎難衝頂，
而美國的相關企業則會無辜受到重創。

封殺華為台積電200億美元生意泡湯
其實，美國要扼殺華為的賊心早就有了。因

為，華為在5G技術上很多方面領先美國，所以
非置諸死地而不可。早在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
之初，美就把華為列入制裁的「實體清單」名
單。無奈，第一，華為早有準備，有足夠的「備
胎」；第二，美國芯片公司也強烈反對，認為失
去華為的市場就失去一大半的市場，而且也失去

再研發的資金。
事實上，去年華為在受到「卡脖子」的背景

下，依然買了187億美元美國貨。同樣，國際
上的芯片公司如果配合特朗普打壓華為，也必
定自己先遍體鱗傷。目前，華為的大客戶台灣
的台積電也處於兩難。去年，華為還和台灣的
芯片龍頭企業台積電做了200億美元的生意，
華為的高端芯片都是請台積電代工。當下，台
積電因為大量使用美國的技術，被迫答應美
國抽調120億美元資金在亞利桑那州設廠，儘
管那裡成本高漲。如果不再批准台積電為華
為代工，那麼不但台積電少了200億美元生
意，台灣也少了200億美元外貿順差。不過，
特朗普像之前和北京打貿易戰一樣，還給美
國等相關公司的利益留了一手，聲稱考慮到
新措施會對於晶片代工廠帶來巨大的經濟影
響，因此給予120天的緩衝期來出貨給華為，
以降低該規定變更給美企帶來的衝擊。
顯而易見，特朗普的「攬炒」下策，完全是為

了個人連任的私利。特朗普應對疫情失誤，經濟
遭受重創，原以為「篤定」的連任出現了極大的
變數。為轉移國內指責其抗疫不力的視線，特朗

普不但打擊華為，而且聲稱要全面和中國「脫
鈎」，並以此欺騙美國人民，稱一切是為了防止
中國竊取美國的科技、佔美國的便宜。

華為靠國產芯片仍可保有5G優勢
華為和中國其他公司，都需要認認真真對付特

朗普的「攬炒」，自強不息後發趕超是唯一出
路。
筆者相信，華為以至中國的「芯片之痛」，是

一定可以過關。第一，中國已不是白手興家，已
經有相當雄厚的基礎，離頂級的芯片製作只有可
攀登的一步之遙。第二，華為可以使用中國可自
造的稍微低級的芯片，仍可保持5G的領先優
勢。第三，中國舉全國之力突破，相信可以在不
長的時間芯片登頂。第四，美國的芯片公司也要
吃飯，只要中國的芯片業者努力，他們反擊特朗
普「攬炒」的力度也就會越大。最後的結果，必
定是特朗普的「攬炒」倒逼中國通信業做到最
強。而特朗普的所謂與中國全面「脫鈎」，不過
是一時的選舉「囈語」，而中美經濟貿易的未來
必然是更緊密的合作，因為這才符合兩國人民的
利益。

美封殺華為 倒逼中國「芯片」絕處逢生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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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6月以來，香港先後受修例風波和疫情
衝擊，法治、社會、經濟、民生、教育及國際影
響力等都受到嚴重影響。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產
總值預估數字較去年同期實質下跌8.9%，較上
季實質下跌5.3%，均為1974年有記錄以來的歷
史最大單季跌幅。首季失業率創9年來新高。特
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數字顯示香港經
濟已陷入深度衰退。
香港這個被譽為「最自由經濟體」的城市，也

是曾經被評定為「全世界最安全地區」之一的城
市，如今經濟「跌跌不休」，法治滑坡坍塌，令
市民對香港社會發展感到憂心。面對香港困境，
唯有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務求各行各業、
各領域、各階層、各年齡層集思廣益，求同存

異，在最大程度上團結一心，一起向前行，為香
港尋找出路。首先要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尋找解決
方案，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聚集力量再出
發。全體市民應凝聚共識，齊心協力，維護香港
賴以成功的法治核心價值，一起來重振香港。
目前香港首務是要繼續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二是同心、同向、同路，一起為提振香港經濟
想方設法，擴大消費，挽救企業，減少失業
率；三是撥亂反正，堅定止暴制亂，堅決與那
些反中亂港勢力及把香港社會搞得支離破碎的
行為作堅決的鬥爭，揭穿那些不擇手段搞「攬
炒」及惡意「拉布」，損害香港人共同利益的
攬炒派，揭露個別賣國求榮的反對派人士去求
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年輕人是我們的將來，我們一
定要好好培養他們。香港特區政府
及社會各界要更多關注年青一代，在思想上予正
確引導，從小樹立家國情懷、遠大抱負，並關心
他們的學業，走上社會後的就業、創業及發展前
景，多與年輕人交流，知道他們的想法，耐心做
他們的工作，給予年輕人更多發展機會和經驗。
黑暴、攬炒、疫情之下的香港困難重重。今

日香港已再一次來到歷史十字路口，每一位香
港人都應該想一想，是選擇繼續對抗內耗，還
是攜手同心共度時艱，突破困局？香港不能停
滯不前，更沒有本錢再亂，而應凝聚各方的最
大共識，進一步推動香港再出發，令香港社會
重回正軌。

凝聚共識 齊心協力 重振香港
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反修例示威活動自去年6月向社會宣戰，香港
慶幸有一支堅守崗位的警隊才不至於發生大災
難。香港警察一直以來多是集中調查爆竊、追
捕毒梟和攔截超速駕駛者等，如今卻突然要應
付一班瘋狂的暴徒。這群不法分子多個月來不
僅以汽油彈和致命武器襲擊警察，還傷及無辜
者性命和殘害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人士，肆意毆
打內地遊客和破壞銀行、商舖和公共設施等。
若不是警隊專業應對「黑暴」，「一國兩制」

恐怕已被拖垮，這顯然是一眾反中分子和外國勢
力所樂見的局面。他們深知一旦北京一怒之下廢
除《基本法》所保障之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將
會令整個中國蒙受損失，對中國的對手來說可謂
是天大的禮物。

然而，即使抗爭運動訴諸各種恐怖主義策略，
它終究無法達成其目標。暴徒心有不甘，於是遷
怒於警察，幸好警察每次都能瓦解暴徒的行動。
在連月爆發的暴力示威中，警察均使用最低武
力，在執法前給予充分的口頭警告，才不至於釀
成像近期發生在智利和法國騷亂中的嚴重傷亡。

可是，示威者為了打擊警方士氣，不惜誣告警隊
「濫用武力」，並向海外的反華勢力尤其是美國
反華政客提供抹黑警方的「黑材料」。和暴徒沆
瀣一氣的外國反華勢力殷切期待能抹黑警方，他
們極渴望有力的證據，於是「黑暴」分子極力去
塑造「烈士」，但都只是徒勞而已。
儘管抗爭運動肆意抹黑警隊，但是真理之光卻

並未停止閃耀。3月15日，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
訴委員會（監警會IPCC）發佈了有關警方在近
期抗爭運動期間執法情況的調查報告。該報告指
出：警方執法不存在系統性問題，其執法行動所
採用的武力都是出於應對抗爭人士的暴力行徑、
維護法治和秩序以及自衛的需要。在新任警務處
處長鄧炳強的指揮下，警隊更有效地遏制了暴徒
黑暴行動。相信鄧炳強也樂於採納該報告所提出
的多項建議，包括為警員提供更多的訓練、更清
楚的指引，以及提升警方的公關技巧等。提升警
力加上新增撥款，警隊保護香港的能力都會加
強。相信鄧炳強也會認同報告所稱「幾乎所有警
官都意識到應該維護和平示威，並在必要時保持

克制」，因為這正是他的理念。
監警會的報告戳破了抗爭運動所杜撰出的一

些似是而非的謠言，其中就包括元朗7·21事
件。在抗爭運動期間警方的投訴機制疑遭到濫
用，報告證實了此種情況。投訴警察課（CA-
PO）至今共收到1,755個有關警方的投訴，但
是監警會只針對其中的584項投訴展開調查，
很明顯許多投訴是不實指控。這些不實指控旨
在分散警力，讓警方因忙於處理投訴而分身乏
術。向投訴警察課提供虛假信息乃違法行為，
應受到檢控。
監警會報告指出，抗爭分子利用互聯網散播

仇警言論，威脅員警及其家屬，剛開始尚有所
節制，但不久就武力提升，襲擊不同政見的市
民、癱瘓交通幹線、破壞公私財物。報告還指
出，警方最近破獲槍械、手槍以及彈藥庫、以
及炸彈製作材料。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方
才在必要時不得不使用武力。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發表

在《中國日報》上。有刪節）

監警會報告還警方一個公道
江樂士

監警會上周五公佈警方處理「修例風波」的審視
報告，共提出52項建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出席立法會大會前表示，社會上
對報告有些批評斷章取義，有誤導性，並不公道。

報告嚴謹客觀結論建議具說服力
監警會今次發佈逾千頁的專題審視報告，有三個

特點：一是針對性強，全面聚焦「6．12」金鐘衝
突、「7．21」元朗事件及「8．31」太子站事件等
六大爭議，切實回應外界關注；二是資料翔實，以
10個月時間查閱2萬多張照片、2萬多個錄影片段，
以事實為基礎作宏觀描述；三是公平公正，既肯定
警方行動源於執法需要，同時指出處理手法有改善
空間。這些特點，顯示報告內容嚴謹，全面客觀，
視野宏遠，極有分量，結論和建議具有說服力，值
得社會各界參考和引用。

「修例風波」有別於以往違法暴力行動的一個社
會現象，在於大量似是而非的消息迅速流傳，被

蓄意利用激發仇警情緒，激化更大規模的暴力衝
突。監警會報告實事求是、公平公正地反映了警方
在「修例風波」中的表現，同時駁斥一些流言謠
言，釐清不少事實真相。社會上部分針對、抹黑警
察的言論和傳言，都經不起事實考驗。
例如，報告整理和羅列各宗爭議事件的詳細時

序和警方行動，提供大量資料和不同視角，如實
回答社會疑問，讓外界有更多角度了解真相。社
會可從報告中了解動亂由小變大、由和平到暴力
的激化軌跡，亦能明確察看警方只為回應激進示
威中的暴力行為，最初並無主動使用武力。然
而，警方的這些維持秩序行動，卻被渲染為「警
暴」。又如，傳聞已久的「警察在太子站打死多
人」的「8．31」事件，報告從多方面搜集了大量
資料，發現所有提出指控的人，都拿不出任何證
據，說明事件全屬子虛烏有，直指傳聞是超乎常
理的主張。再如，報告又循多種途徑搜索，都找
不到任何具體證據支持「7．21」元朗事件所指警

隊與黑幫勾結的指控。

報告發出警號：防範本土恐怖主義
報告披露的事件經過和具體求證，逐一戳破詆毀

警隊的各種流言蜚語，可說還了警隊公道。事實真
相在前，抹黑警隊的言論站不住腳，必須停止。有
人企圖透過扭曲報告繼續為糾纏抹黑警隊製造借
口，不可能得逞。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多次指出示威漸次變質、暴
力升級，甚至提及這些暴力行動存在「恐怖主義」
苗頭的跡象，向社會發出強烈警號。報告以協調示
威策略、提供大量汽油彈及設計相若的防毒面具等
為例，指明每次暴力示威中，明顯有着不同形式的
組織性；而警方最近搜獲步槍、手槍及彈藥，似乎
意味香港社會正被扯向一個恐怖主義的年代。報告
更開宗明義提出，警方執勤面對暴力行為時，有時
必須使用武力，亦必須汲取教訓，制定嶄新策略方
向，並在資源及科技上作充足準備，才能應對類似

城市游擊戰所帶來的挑戰和攻擊。
報告中這些對社會醍醐灌頂的重要忠告，提示包

括警隊在內的全社會，對香港潛在的本土恐怖主義
必須提高警惕，及早防範，如果香港淪為本土恐怖
主義城市，後果不堪設想。

支持特區政府落實完善警隊執法措施
社會穩定是香港重建家園的重要條件，維護法治

安寧是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警隊是維護香港法治
安寧的重要支柱。社會各界應該大力支持警隊嚴格
執法，支持特區政府根據報告的建議，共同研究落
實完善警隊執法的措施，逐步化解爭議，重建警民
互信，維護香港和平城市形象，癒合香港社會的傷
害，重新再出發。同時，為打擊本土恐怖主義，警
隊需根據報告提及的形勢調整策略，早作部署，引
用《反恐條例》和任何相關法律打擊幕前幕後的黑
暴分子，將香港所受恐怖主義襲擊的風險減到最
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