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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學生作「政治洗腦」，「黃師」可謂無孔不入。有家長昨日在網上群組投

訴，指控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中三級一班別在疫情前拍攝班相時，兩名正副

班主任引導學生做出攬炒派的「五一（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手勢，並批評

有關教師「政治行先，誤人子弟，其心可誅，實在可恥」。涉事家長又發起一人

一信向教育局投訴，指有關人等立場偏頗難以勝任教職，認為局方及校方應將失

職教師辭退。

黃師涉煽暴 教學生做攬炒手勢
家長批誤人子弟可恥 促教局校方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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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長在網上群組轉發據指是2019/20
學年李兆基中學中三某班的照片。照

片中，坐在正中間的兩名男教師及周邊的30
名學生一同做出所謂「五一」手勢。

政治先行灌輸仇恨暴力
該家長指，該相片是於疫情假期前拍攝，

其中的黎姓班主任及李姓副班主任引導學生
做政治手勢，不單未有履行守護學生的天
職，卻以政治先行，向學生灌輸偏頗甚至仇
恨暴力觀念。
該家長認為，如今香港社會撕裂，氣氛劍
拔弩張，實在不應該向純潔無辜的學生授以

仇恨，又指學生未來人生是否「精彩」，實
有賴教育界人士的品行及道德是否稱職，如
有個別教師立場偏頗未能維持政治中立，
「有關人等何以勝任教職？何以春風化雨？
既不稱職，煩請辭退！」
該家長並在網上發起一人一信向教育局投

訴，要求局方正視有關教師行為及其所引伸
問題，否則「相信眾社會人士將決不罷
休」。

籲家長以文明方式抗失德者
有轉發該投訴的家長，則以近日有律
師陳子遷嘗試阻止堵路卻被黑衣魔私刑

並打成血人一事的角度切入，呼籲家長即
使沒能力或膽量於前線對抗黑暴，仍應以
文明方式對抗教育界失德之人，以免孩子
繼續被仇恨洗腦，甚至被利用未來成為
黑暴。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就班相事件向李兆基

中學查詢，校長鄧卓莊以電郵回覆時強調，
會按學校既定機制嚴肅跟進。
此外，該校網頁置頂部分，則載有一份由
辦學團體順德聯誼總會轄屬各中學去年8月
底發出的「守護學生福祉」不贊成師生以罷
課表達政治訴求的聲明，強調學校秉承不參
與政治活動的宗旨，並一向堅持以和平、理

性及非暴力的原則處理問題。
教育局昨晚回覆香港文匯報指，得悉事件

後已即時聯絡學校了解詳情，並要求校方嚴
正跟進，局方亦會嚴肅跟進事件。

當局重申，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任
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
地，學校有責任把關，不讓政治進入校
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全國
人大高票通過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決定，
包括要求香港開展國家安全教育，香港
教育界普遍認同決定，惟攬炒派教協就
肆意抹黑，宣稱這是「洗腦教育」云
云。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點名批
評教協會長馮偉華，強調教師都須具備
國家觀念，不容立場不分。有教育界人
士炮轟教協才是近年最大的教育洗腦集
團，並呼籲特區政府及早開展落實國安
教育工作，撥亂反正。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決定獲得通過
後，細節尚待落實，但教協已不斷唱反
調，連日在媒體發功抹黑。教協會長馮
偉華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無憑無據地質
疑「（港區國安法教育）教材或出現大
量一面倒內容」、「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是『洗腦教育』」，副會長、立法會議
員葉建源早前更於接受電台訪問時發表
所謂「擔心未來只有一種正確思想」歪
理，意圖煽動群眾恐慌。
「指控『洗腦』者，便是洗腦
人！」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嚴詞反駁教協
此等誣衊言論。他批評，教協對過去長
時間淡化甚至美化社會發生的黑暴事件
隻字不提，卻不斷對政府施政以至警方
執法加鹽加醋地抹黑，「這些年來已不
知對多少師生政治洗腦，要講洗腦他們
才是專利！」
他強調，訂立港區國安法是天經地

義，不同國家都有自己一套安全法律，
以維持領土完整，「點解佢唔講美國，
而唯獨要針對自己國家？」
被問及香港該如何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何漢權慨嘆，香港自回歸祖國以
來，在教育方面一直忽略了「一國」的
重要，導致「港獨」思想猖獗。今次正
好是個契機，明確訂明「『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教育」，「『一國』必須是大
前提，包括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民政事務局、保安局等都應聯合工
作，制定小冊子或相關指引，加大力度
且深入淺出地講解」，以確保全港師生
都可獲得正確的資訊。

梁振英：不能認賊作父
梁振英則在個人fb評論點名「勸」

馮偉華應該「去美國做老師」。他強
調，每個國家的教師都要有國家觀，要
有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觀，「不能中
日立場不分教利弊，中英立場不分教禁
煙，香港人不是無主孤魂，更不能認賊
作父。」
不少網民留言支持，「Yuk Yin

Siu」批評教協長期在做洗腦活動，現
在根本是賊喊捉賊。「Taisan Lau」亦
批評教協以「洗腦」抹黑基本國民教
育，更以偏頗教材教育香港新生代，質
問道：「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洗腦黑
手？」

教協抹黑國教
教界批政治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黃教
材」愈揭愈多，有家長近日於網上群組投訴
指，有高中通識科「現代中國」單元課本，以
大篇幅講述國家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壞處，但好
處只得一半或更少，質疑其正反舉例明顯失
衡，或令學生培養出仇中思想，並批評這做法
看似兩面論述的「假持平」，實質會暗地培養
反中暴徒的搖籃，籲各界務必慎防遠離。

好處僅兩面 壞處達六面
有家長群組昨日質疑，一本高中課程適用

的「現代中國」單元課本中，涵蓋國家改革
開放、政治體制、法制、外交、民生、習俗
等，「可悲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
只有兩方面，而壞處必然有五、六方面，還
美其名曰『正反兩面論述』這些中國負面新
聞，讓你不經意地感覺通識課程是『公正、
持平』的分析。」
該家長續指，中學生面對如此海量的負面
資料，圖文並茂地解釋改革開放的「壞
處」、政治體制的「弊端」、中國崛起帶來
的「世界威脅」，「孩子天天就在學校吃這

些『高級營養餐』，培養他們仇恨中國、仇
恨共產黨的怒火苗頭，怪不得自去年到現
在，有這麼多的老師、學生參與暴動，香港
通識課程就是培養反中暴徒的搖籃吧。」
她慨歎，現今不少年輕人的仇恨之火，也
許正是從這類偏頗知識之中開始燎原，呼籲
各界家長務必關注，讓孩子遠離此等「通
識」與政治。該家長心聲獲得不少網民認
同，均認為教育局務必加強監管，確保課本
公正持平，免讓學生受荼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該涉事課本，發現內文

提及不少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社會問題，包
括農民工問題、留守兒童、貧富懸殊、「低端
人口」、食品安全問題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黃
師」、「黃教材」入侵校園，令學校以至家
長防不勝防。由香港一群教育工作者及一群
家長自發組成的民間團體「救救孩子」昨日
宣布，發起全民監察教育運動，目前已招募
逾300名家長義工參與監察。平台會公開偏
頗教材及教學內容、持續監察辦學團體，及
「關注」向學生灌輸政治歪理的老師，及向

教育局反映有關情況，要求局方嚴肅處理違
法違規問題。
「救救孩子」發起人柯朝暉在記者會上表
示，該團體主要有三大目標，一是期望團結
家長和教育界持份者推動教育改革；二是發
動從下而上的群眾力量，揭發違反教育原則
的劣行；三是舉辦或協辦各類型教育活動，
提倡包容、感恩、和諧的正能量。

另一發起人張永松指出，香港有別有用心的
教育工作者刻意誤導學生，但學校管理層監管
不力，將責任諉過於人。身為家長，有權利了
解孩子學習情況，「自己孩子自己救」，他呼
籲各界攜手共同推動香港教育改革。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則表示，支持團體監察

香港教育問題，成年人絕對有責任保護年輕
人，他將成立「回頭是岸基金」，倘有反修
例示威被捕者願意認錯及自首，基金會向他
們提供義務法律援助及向法庭求情減刑，讓
他們有機會改過自新。

「救救孩子」招300義工監察「黃師」

通識書「假持平」暗播仇中思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文憑試歷
史科出現一道評價日本侵華「利多於弊」的
冷血荒謬試題。
民建聯全體13名立法會議員昨聯署去信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要求考評局公開有關評卷

參考（marking scheme），不能讓人蒙混過
關。
民建聯強調，評卷參考的準則是事件的關
鍵所在，從中可引證試題是否存心引導考生
去回答日本侵華的利之所在，是否要考生為

求高分數必須扭曲歷史。
事實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本周
一已通過動議，要求考評局就事件公開道
歉及作全面交代，會上多名議員並要求考
評局公開評卷參考，但該局仍置若罔聞，
故民建聯全體議員決定聯署致函楊潤雄，
強烈要求局方敦促考評局盡快向立法會公
開評卷參考。

民建聯促公開歷史科評卷參考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班相做「五一」手勢。 網上圖片

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被警員
跪頸致死，觸發全美大規模抗議
潮，美國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
者，出動國民警衛軍鎮壓，總統特
朗普更威脅會「開槍」。美國警方
粗暴對待國民的手法，與香港警隊
專業克制止暴制亂，形成鮮明對
比；特朗普揚言對國民「開槍」，
與其指責香港警方「濫用暴力」，
形成鮮明對比，凸顯其雙重標準的
習性。美國種族歧視嚴重，暴力執
法侵犯人權的情況層出不窮，卻動
輒以「人權大棒」攻擊別國，完全
是賊喊捉賊。

非裔男子被美國警員用膝蓋活活
壓死，美國多地爆發大型遊行示
威，案發地明尼阿波利斯市已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並出動國民警衛軍
維持秩序。特朗普就此事件在推特
發文，形容示威者是「暴徒」，又
說軍隊已經準備就緒，「當有搶
掠，就會開槍」。

去年本港修例風波期間，黑衣魔
堵路、縱火，對不同意見市民動用
私刑，打砸搶掠店舖，香港陷入無
法無天的亂局。本港警方以專業克
制執法，用最低武力制止暴力。借
修例風波發動的黑暴延續至今，並
未出現一例本港警方執法導致市民
死亡的事件。縱然如此，美國當局
和政客仍然無視事實，稱香港的暴
力衝擊是「美麗風景線」，一再要

求特區政府、本港警方不要「濫用
暴力」，要以「人道方法」對待暴
徒，以「民主方式」解決社會問
題。世人很想問一下美國當局，你
們有沒有以「人道方法」對待自己
的國民？特朗普為何稱示威者是
「暴徒」？為何威脅要向示威者開
槍？美國政府為何不以「民主方
式」解決問題？

美國長期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和侵
犯人權問題。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布
的《2019年美國種族》報告指出，美
國76%的非洲裔和亞裔以及58%的拉
美裔受訪者，曾遭受種族歧視，73%
非洲裔人認為特朗普政府令種族問題
惡化。美國顛倒是非抹黑香港警方
「暴力執法」，其實最暴力執法的，
正是美國警方。非裔人士被美國警員
執法致死的案件屢見不鮮。去年美國
警察在執法過程中開槍射殺的事件多
達1,000多起。相比起美國警察動輒
鎖喉、開槍，香港警隊專業克制的執
法手法，堪稱國際執法的典範，值得
美國警方學習。

面對自己國內種族和人權問題日
益惡化，美國政客不正視問題，不
解決自己的頑疾，反而對香港警方
指手畫腳，充分暴露美國的霸權、
虛偽，越來越多國家、世人看清美
國的真面目，美國這個所謂「人權
衛士」，實際上是全球最大最惡的
人權侵害者。

特朗普揚言「開槍」凸顯雙重標準
全國人大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定，美國總統特

朗普揚言，即將對中國和香港推出「非常強大」的制
裁。美國揮舞「制裁大棒」，無非是為了恐嚇港人、
逼迫中央撤回港區國安立法。為防止香港淪為外部勢
力反中亂港的橋頭堡，避免香港在「港獨」、黑暴、
美國西方勢力干預下墮入深淵，中央忍無可忍出手制
訂港區國安法，就算香港面對短暫陣痛，也在所不
惜；因為只有捱過短痛，彌補維護國安短板，美國西
方勢力再無予取予攜的插手機會，香港方可保長治久
安、避免在長痛中萬劫不復。有國家這個堅強後盾，
有中央強有力的支持，港人不僅不必畏懼美國的「制
裁大棒」，更要堅定力挺立法，共同努力讓香港恢復
法治秩序，讓美國的「制裁大棒」失效、得不償失。

美國一向把香港作為牽制中國的棋子。近年在遏制
中國發展、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美國及西方外部
勢力對香港的干預更趨明目張膽、變本加厲。去年修
例風波一役，黑暴攬炒氾濫成災，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美國西方勢力在背後的唆
使、煽動，正是根本原因之一。香港的亂局如果不能
從根本上制止，不僅動搖香港「一國兩制」根基，毀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根基，也危及中國的發展大局。因
此，中央忍無可忍，決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港區
國安法，以法律措施粉碎美國西方勢力搞亂香港、遏
制中國的圖謀。

對此，美國當然不會善罷甘休。美國無視香港問題
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力干預的國際規則，無視制裁會
破壞中美以及港美正常經貿往來、傷人不利己，大肆
張揚要制裁中國和香港，目的就是要逼中央屈服，放
棄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底線，更在香港造成恐慌效
應，特別是令本港工商界聞制裁色變，導致港人不敢
理直氣壯、團結一致支持港區國安法。事實上，本港
已經有人猜測，一旦美國落實制裁，最壞情況下，美

國將撤銷香港的特殊關稅區地位、限制港元與美元掛
鈎，屆時將出現走資潮，樓市、股市大跌，香港連國
際金融經貿中心地位都不保。這種未打先輸的悲觀情
緒，正是美國最想見的。

不可否認，美國如果打出「制裁大棒」，短期勢必對
港美經濟合作、經貿關係帶來衝擊，香港無可避免面對
一時困難，更可能遭受一定的經濟損失。但香港社會需
要冷靜思考，香港出現危害國家安全、摧毀法治穩定的
危機迫在眉睫，若中央仍不出手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漏洞，懲治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
行為和活動，不及時果斷阻止「港獨」、黑暴、本土恐
怖主義活躍惡化，任由美國西方對港的干預越來越赤裸
裸，那麼香港的亂局就會持續惡化，港版「顏色革命」
就會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或許有人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央如果撤回
港區國安法，換取美國收回「制裁大棒」，這樣香港
就能平安無事，可以繼續享受美國「恩賜」的特殊待
遇。這未免太天真、太幼稚。國家安全沒有保障，美
國的干預必將得寸進尺，香港泛暴攬炒派的反中亂港
氣焰和惡行必更囂張，香港的亂局必定會更不可收
拾。香港與其在沒有國家安全的保障下逐步沉淪，步
其他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國家地區的後塵，不如完
成國安立法，從根本上、整體上築牢維護國安的根
基，恢復法治安定的社會秩序，重塑香港良好的營商
環境。只有不怕短痛，才能避免長痛。

過去數十年，中國經受了不少磨難，香港也坎坷不
斷，但都經受住考驗、屹立不搖。如今面對貌似強大
的美國，更不必害怕退縮。回首歷史，中國曾在力量
對比極其懸殊的形勢下，為保家衛國不惜與美國一
戰，換來數十年的和平發展機遇。如今中國國力與當
年不可同日而語，美國制裁香港，結果只會是搬起石
頭砸自己的腳。

無懼美國「制裁大棒」不怕短痛避免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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