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黃師」、「黃教材」問題嚴重。有家長群組近日揭發有疑似學生於造

句工作紙上寫上所謂「警察擾亂香港跌（秩）序」、「作奸犯科」等荒謬觀

念，甚至連寫錯字都照獲教師紅筆「打剔號」支持答案「正確」。同時，有小

六中文科模擬試卷練習，有考題刻意宣稱「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爆料家長感

嘆有關事例充分顯示激進「仇警」意識已在學界廣泛滲透，呼籲家長務必小

心，勿讓子女遭受荼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涉事工作紙未知出處，僅寫上是於
上周三（5月27日）作答。該工

作紙要求學生運用指定的四字詞造
句，其中在「作奸犯科」一題裏，學
生寫道：「警察，是擾亂香港跌
（秩）序的人，這些作奸犯科的人，
都應該繩之於法。」
爆料家長批評，上述造句的「答案」

帶有激進及強烈的仇警意識，明顯不符
事實，而且連「跌（秩）序」都寫錯，
身為老師理應嚴加指正，予以教育。惟
從工作紙所見，老師的批改痕跡竟然只
在「警察，是擾亂香港跌（秩）序的
人」一句間上紅線，以及一個代表「答

對」的剔號，情況令人驚訝。
有家長近日則留意到，有小六中文

科模擬試卷練習中，有選擇題稱「議
員們一致__ __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並
要求有關官員為事件負責」，要求同
學在「謾罵」、「指斥」、「譴
責」、「訓示」之中選擇其一作答，
被批評是向小學生灌輸仇警意識。
家長群眾不滿「黃師」、「黃教材」

在學界無孔不入。
「Yoji Summer」指：「只有罪犯先

憎恨警察，教師唔指出錯誤，算失職，
炒得！」「Darbe Leung」感嘆：「依
（）家垃圾教畜教嘅就真係『跌

序』！」
「Catherine Hsia」質疑指：「邊個

改簿？意識不良？錯字唔知？！」「華
人」則諷刺指：「呢位黑老師就真是應
該繩之於法啦！」

家長要求教局跟進
有不少家長則認為，近月接二連三出

現「黃師」、「黃教材」個案，當中不
但充斥失實陳述，更是引導學生產生極
端思想。有家長認為事件已充分顯示問
題已極其嚴重，表明會向教育局投訴，
要求局方嚴肅跟進，以免再有學子被灌
輸錯誤觀念，淪為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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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道
冷血考題，竟引出近四成
考生認同在1900-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
弊」的結論，令人感嘆本

港學生對日本侵華的黑暗歲月一無所
知。現年90歲的潘婆婆曾經歷日軍治下
的3年零8個月，至今仍對昔日三餐不繼
的逃難生活歷歷在目。當時，她一家每
日只得冷飯剩菜勉強過活，親妹甚至活
活餓死。她呼籲現今年輕人應好好讀
書，不要搞事，珍惜現在得來不易的生
活。

長期欠缺食物 幼妹活活餓死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是香港二戰

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在日軍統治的3年
零8個月，香港飽受戰火蹂躪，人口由160
萬急跌至60萬。超過四分之一的民房毀於
戰火，到處頹垣敗瓦，滿目瘡痍。
當年日軍入侵香港時，潘婆婆年僅7

歲，回憶昔日逃難經過，她形容「每天都
會有防空警報，要和家人到防空洞避難，
途中經常會走散，只能跟人多的隊伍走，
警報解除後回家。如果沒見到家人，就代

表家人喪生了。」
由於戰爭妨礙糧食的生產和運輸，加上

日軍優先將糧食支撐戰爭和滿足自身的需
求，香港民眾長期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很
多人只能以山邊的樹葉、樹根、番薯藤、木
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導致疾病頻發，
「當時很多市民不是被炸死而是被餓死，原
本10個兄弟姐妹，就被餓死兩個。由於無
得吃只能喝水，導致水腫，甚至毛孔流出來
的水都是黃色的。」潘婆婆表示，當時妹妹
才兩歲多，剛學會走路就餓死了，父母要親
手將屍體抱到樓下，由俗稱「老鼠王」的撿

屍人搬上黑箱車運走。
為求生存，潘婆婆當時要幫日

軍撿東西，賺取每天6毫子軍幣的
收入，之後再用軍票到日本飯堂買
一些「味飯」果腹，「所謂『味
飯』就是日本人將剩飯剩菜混在一
起，再從坑渠撈上來分給市民，連
現在的廚餘都不如。就這樣的食
物，港人仍要花3毫子軍票購買，
每天家人只能分吃兩勺，吃完後會
全身發冷。沒過多久，連頭髮都會
掉光，所幸還有一些華人慈善機構
派粥，勉強維持生命。」

潘婆婆還提到，日軍會在主要幹道上設置
關卡，每個關卡由兩名軍人把守，無論男女
老少見到日軍均要敬禮，否則會被日軍掌摑
和被罵「八嘎呀路。」潘婆婆形容，他們那
一代人的童年都是在逃難中度過，連飯都吃
不飽，更別提讀書了。
提到今年文憑試歷史科的考題問考生是否

同意「1900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
利多於弊」，潘婆婆直言非常心寒。她更奉
勸年輕人應明白現在自己是多麼幸福，應好
好讀書，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出去搞事，浪
費光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攬炒派趁復課干擾校園
寧靜，企圖將無辜學生洗
腦，進而推上違法暴力前
線。近期，多所學校相繼
被所謂「關注組」的「港

獨」組織騎劫，「聯署」鼓動學生反對港
區國安法、罷課甚至上街行暴。有家長群
組成員向多校了解後，指不同學校態度不
一，有校長明確表態校園不應政治化，但
有學校竟以「私隱」為藉口推搪，或只稱
「既定程序處理」，非常官腔。
培正中學及林大輝中學近日先後發表

聲明，澄清校方並沒容許罷課。有網上
家長群組對比兩份聲明，前者稱「缺席
上課必須交家長信，由家長代為請
假」，令人質疑校方容許「請假罷
課」；後者則稱「關注組」未經授權，
學校保留追究權利。
其他學校方面，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及

培道中學表明「關注組」並非學校組
織，所有言論及立場均與校方無關，並
對其未得授權卻以學校名義發布訊息甚
至呼籲罷課，引起家長及學生憂慮深表
關注，並強調學校非政治角力場所，學
生不應參與任何非法活動；培道中學則
只稱會「保持政治中立」，並重申培育

學生守法愛人，貢獻社會。
網上群組還引述有家長成員聯繫多所「被
罷課」學校，其中林大輝中學校長回應說，
已與全校老師開會及給學生家長發信，並表
明不贊成罷課，而校內亦沒有所謂「連儂
牆」，老師亦不應向學生表達個人政見，認
為學校要嚴格管理，多給學生指引。

「按既定程序處理」打發提問
不過，同樣「被罷課」的聖公會曾肇

添中學的老師，竟以「私隱」為由稱不
會向非該校家長回覆任何答案。官立的
梁文燕紀念中學，一盧姓副校長回應群
組成員時稱，罷課事件「按既定程序處
理」，校長則稱網上言論與學校無關，
認為無需要對流言作出交代，又稱不會
隨便跟非該校家長回應，其後甚至終止
對話。群組家長批評該校態度囂張，非
常官腔，直言「這間學校好有問題」。
不少網民對學校推搪並逃避問題感失

望。「Peter Chan」不滿道：「已經有幾
千個學生集體犯罪，為人師表者依然閃閃
縮縮。除咗失望，仲可以點樣？」「Ceci-
lia Wong」則慨嘆：「香港的教育係癌症
末期，所以癌細胞的百分比高，好細胞的
百分比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憶日佔黑暗歲月 九旬婦籲青年珍惜當下 「獨派」滲校煽罷課 官校虛辭hea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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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似學生工作紙上寫上所謂有疑似學生工作紙上寫上所謂「「警察擾亂香港跌警察擾亂香港跌（（秩秩））序序」、「」、「作奸犯科作奸犯科」」等荒謬觀等荒謬觀
念念，，居然連寫錯字都照獲教師紅筆居然連寫錯字都照獲教師紅筆「「打剔號打剔號」」支持答案支持答案「「正確正確」。」。 灣區教育家長聯會灣區教育家長聯會fbfb圖片圖片

■■有小學練習選擇題稱有小學練習選擇題稱「「議員們一致議員們一致__ ____ __警方使用過度武力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並要求有關官員為事件並要求有關官員為事件
負責負責」，」，被批評是向小學生灌輸仇警意識被批評是向小學生灌輸仇警意識。。 灣區教育家長聯會灣區教育家長聯會fbfb圖片圖片

■藝人李霖恩（左一）、九龍婦女聯會主席蘇麗珍（左二）、
藝人曹永廉（右一）探望潘婆婆（右二）。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李斯哲 攝

學生造句仇警 教師竟「打剔號」
無視誣警謬論 寫錯字照當啱 家長憂荼毒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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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中聯辦徵集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書
面意見，截至6月4日24時，已收到書面意
見130餘份。港區國安法立法勢在必行，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等社會各界
就應否設追溯期、是否限制外籍法官審理涉
國安案件等港人關注的問題積極建言、理性
表達意見，充分體現對香港和國家的擔當和
負責。對比之下，攬炒派不停污名化、妖魔
化港區國安法立法，刻意誤導市民，製造恐
慌，暴露其敵視國家、與香港利益和民意為
敵的本性。社會各界要大膽出聲、譴責攬炒
派阻礙立法的醜行，以利消除疑慮、求同存
異，集思廣益，為順利完成港區國安法立法
凝聚最堅實的民意基礎。

中央對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心堅定、態度
鮮明。同時，中央重視香港民意，多方聽
取港人意見。在訂立港區國安法的過程
中，香港市民可通過多種形式反映對港區
國安法立法的意見，如可通過中國人大網
的網上平台提交意見，可向香港特區政府
反映意見，亦可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
協委員反映意見，代表、委員將有關意見
以書面形式提交給中聯辦，再轉交中央。

目前，香港主流民意認同中央出手為港
區國安法立法，認同相關立法將保障香港
長遠繁榮穩定。法律界權威人士如前最高
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特區終審法院前
首席法官李國能，本港商界領袖如長和集
團高級顧問李嘉誠，外資企業如滙豐、怡
和、太古、渣打等，皆表達了支持港區國
安法立法的理性聲音。

但毋庸諱言，對於港區國安法立法，各
界有不少關注的細節，包括如何與香港慣
用的普通法接軌、是否設追溯期、外籍法
官可否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等。因
此，向中央充分表達香港社會對港區國安
法立法的疑慮、要求，對這些問題充分討

論、理性建言，有利國安法立法更適應香
港，日後執行更順利有效，切實維護國家
安全、保障港人利益，這是香港各界的責
任所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就國
安法立法積極向中聯辦提交書面意見，展
現了建制派敢擔當、負責任的主人翁精
神。從目前建制派提交的意見看，對一些
問題並未有定論，如對應否設立追溯期，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立國安法的
原意是針對分裂國家等四個嚴重行為，若
有空窗期，會變相刺激有人在空窗期間做
出分裂國家的行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
副主任梁愛詩認為，有必要設追溯期，不
要以為因為未有立法，就可做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則指，為符
合人權法和國際慣例，刑事法律一般不設
追溯期，但不排除有例外情況。至於外籍
法官可否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梁愛
詩認為，不覺得應該特別把外籍法官分出
來，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則建議，
審理有關案件的法官，須由無外國居留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這
些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的討論、建言，眼
於立好法，有利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更充分
了解香港各界的意見。

當年基本法立法時，香港各界人士積極
參與、充分表達意見，使基本法成為香港
社會的最大共識，為「一國兩制」成功落
實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當年的成功經驗
值得現在借鏡、引用。

攬炒派肆意污名化、妖魔化港區國安法
立法，乞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企圖破
壞、阻擾港區國安法立法。攬炒派的所作
所為，與香港民意為敵，損害國家和香港
的根本利益，廣大市民要高度警惕、不受
其誤導煽惑，堅決抵制破壞國安法立法的
行為。

集思廣益凝聚支持國安法最堅實民意
全國人大啟動港區國安法立法程序以來，美

國等國家聲稱要對香港特區以至中國威脅啟動
制裁。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等近日紛
紛發表聲明，表達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建設，反而有不少美國企業對此叫苦連
天，要求自己的政府「冷靜」。港區國安法立
法，不僅得到香港市民的普遍支持，各大商會
及來自不同背景的在港企業亦紛表支持。有國
家做香港的堅實後盾，有社會各持份者的支
持，香港只要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努力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發展，就有充足的底氣確
保香港繁榮穩定，美國的所謂政治壓力最終只
會害了自己。

中國人民銀行4日發表聲明，支持中央政府在
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決定，並表示將「堅定不
移地」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國銀保監
會也發表類似聲明，指出損壞香港金融繁榮穩定
不符合包括美資公司在內的所有外資金融企業的
利益，目前香港金融市場運行平穩，聯繫匯率制
度穩固，沒有非正常資金外流。

當港區國安法立法剛剛傳出市場時，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等人早早就宣稱要取消香港特殊待
遇地位，本港一些反中亂港媒體亦趁機宣揚什
麼走資、移民，斷言香港將失去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在市場不明朗因素下，本港股市早前也
確實一度調整，港元匯率一度下跌。但隨着社
會各界對港區國安法逐漸了解，認識到這僅僅
是對破壞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予以強硬打擊，
絲毫不會影響企業的正常營商行為，也不會限
制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權利和自由。恰恰相
反，港區國安法的訂立有利於制止黑暴分裂活
動，還香港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對企業經營
和市民安居樂業有百利而無一害。隨着市場逐
漸釋除疑慮，本港股市在過去一周升足5日，
累漲逾1800點，超越港區國安法立法消息傳出
前的位置，港匯也重回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
更一度要入市買美元沽港元。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本港時間上星期六發表的

針對港區國安法的講話，所謂「制裁」只有方
向而沒有內容，被市場解讀為美國礙於自身利
益而左右為難，根本難以找到能制裁香港而不
損及美國自身利益的方法。事實上，香港是美
國最大貿易順差的單一經濟體來源，去年達
261億美元，而每年香港本地製造並出口到美
國的貨物，只佔本地製造業的不到 2%。如果
美國取消本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其自身傷害
遠大於對本港的傷害。美國逾 1,300 家公司在
港經營，幾乎涵蓋了所有美國最主要的金融公
司。這些企業都是看準中國內地發展的廣闊空
間，以香港做橋頭堡進軍內地，大批美國的投
資銀行長期駐紮香港，在內地企業來港融資的
過程中賺取豐厚利潤。美國如果要求美資企業
撤資，有錢不賺，其他歐資、日資投行正虎視
眈眈取代其位置。所謂美國「制裁」香港更多
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不僅如此，美國將中美兩國關係政治化，動
輒揮動制裁大棒，令大量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憂
心忡忡，網易、京東等大型科網企業排隊回港
上市，進一步強化本港金融市場的地位。

平心而論，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不取
決於個別國家的「給予」，而是香港背靠祖國
內地，在國家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提升自身金融
競爭力而確立的。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對中
美兩國都十分重要。國家立法修補香港的國家
安全漏洞，正正說明中央高度重視香港在國家
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央各部委明確表
達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支持，這正是本
港保持自身地位和獨特性的最有力保障。隨着
內地今年以來推出12項對外開放新措施和取消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限制，
本港企業正好藉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的東風，在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把握
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龐大機遇。香港人踏踏實實
做好自己的事情，發揮自身優勢，就有充足的
底氣頂住外來的一切政治壓迫手段，迎來更大
的發展前景。

中央挺港底氣足 美方制裁勢害己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