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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意圖借抹黑港區國安法，煽動黑暴重臨，更再次鼓動年輕學生違法「抗爭」。近日，有政治團體煽動

學生參與所謂「罷工罷課公投」，企圖利用無辜學子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工具。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就此向

全港中小學校長發信，提醒學校要正確引導學生認識港區國安法，免受誤導，更不應容許學生參加所謂「公

投」或罷課。他強調，校方應勸止學生不要參加「騎劫」學校政治表態的活動，屢勸不改者應作校本訓輔懲

處，又表明教師不可放取事假作罷課之用，否則便是疏忽職守，應嚴肅跟進採紀律行動。

教局：師生罷課將採紀律行動
發信促校方勿容「公投」騎劫學校 有需要應懲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黃教材」屈內地播疫 教局要求善德解釋

楊潤雄在信中表示，因近日有團體針對
港區國安法立法發起網上聯署，更有

甚者誤導及煽動中小學生參與所謂的「罷工
罷課公投」，批評此舉是以學生的前途和利
益作為籌碼，達到其政治利益。
他指出，港區國安法只針對四類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即分裂國家、顛覆
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
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其目的
在於防範、制止和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
的違法分子，更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楊潤雄強調，港區國安立法不會影響香港
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括言
論、新聞、集會、示威、遊行等自由，一般
港人不應該及不會參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
動，根本不會受港區國安立法影響。因此，
學校應引導學生，以防他們受反對國安立法

者的誤導，相信其散播的不實資訊、無理指
控和誤導性言論。
楊潤雄指，基本法和香港法律體系並無

「公投」制度，此類「公投」活動，既無憲
制基礎，亦無法律效力。學校不應該放任學
生參加此類活動，更不應容許任何形式的罷
課行為。

教師不可放事假去罷課
信中並提到，相信教師會緊守崗位不會罷

課或罷教，但亦首次清楚表明，現時教師聘
任的「特別有薪假期」及事假，旨在處理
「重要緊急私人事務」，絕不包括罷課，強
調無論任何情況，教師均不可放取事假（包
括無薪事假）作罷課之用。若一旦有教師參
與罷課，不單是疏忽職守，「更是親手將政
治帶入校園」，有違專業，學校應採取紀律

行動，局方亦會嚴肅跟進。

不容校內貼政治標語唱歌表態
楊潤雄重申，學校應再次提醒學生，時刻
注意自身安全，為家人着想，切勿參與危險
或違法的活動，亦不應罷課，不應在學校叫
口號、拉人鏈、張貼帶有政治信息的標語或
歌唱帶有政治信息的歌曲作政治表態。
他表示，此類行為會令學校成為表達政

治訴求的場地，破壞校園和諧，更可能
「騎劫」學校之名，令人誤以為是學校立
場。
他並呼籲校長及教師，如發現有學生發

起、組織、參加或慫恿同學參加此類活動，
應立即勸止，若屢勸不改，學校應按校本訓
輔及懲處機制處理，維持紀律及秩序。
楊潤雄強調，不願見到有學生因政治而荒

廢學業，更不願見到有學生因參與違法活動
而自毀前途，提醒學生應珍惜校園生活及學
習機會，也希望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溝通，
同心幫助學生學習明辨是非，專注學業不要
受煽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
好）自去年6月以來，示威者肆
意破壞公共設施。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昨日在立法會回應民建
聯議員陳克勤提問時表示，自去
年6月至今年5月，共有740組交
通燈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
60公里欄杆被拆除、177個
閉路電視攝錄機遭受破壞、
22,000平方米行人路路磚被
拆走、1,320 個廢屑箱及
130個可循環再造廢物回收
箱遭破壞，復修或重置費用
最少6,625萬元。
在打擊違法行為方面，陳

帆表示，倘有任何違法、暴
力或破壞公共安全及秩序的
行為，警方必定果斷執法，
絕不姑息。為加強打擊罪
案，警方會因應行動需要，
調派適當人手採取一切可
行、合法的措施，防止及偵
查罪案，特別是針對一些嚴

重暴力、罔顧可能引致嚴重人命
傷亡的案件。在加強情報搜集及
於高危地區作重點巡邏的同時，
警方會適時部署拘捕行動，以阻
止暴徒犯案，避免嚴重人命傷亡
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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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
錦言）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
示，近日不少政治事件針對
校園，單靠學校勢單力薄，
無法有效解決，還需教育局
發出清晰指引，認為局長今
次致中小學校長的公開信，
切中要點，可幫助校長依循
指引處理涉事教師及學生，
利於規範學校管理。他更呼
籲學生珍惜經歷疫情後可以
上課的日子，珍視自己的前
途及利益。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局

長信件可幫助學校釐清問
題，包括正面看待港區國安
法的作用，及提醒教師勿受
唆擺擅離職守，利用事假罷
課，有助穩定教師的「教
心」。
他強調，去年至今大批

中小學生參與違法動亂被
捕令人痛心，教局從保護
學童角度出發鄭重出信提
示師生，不要在校內作出
種種政治表態行為，可避
免校園變得繃緊、撕裂，
寧靜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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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錦言）香港「黃
師」、「黃教材」問題嚴重，其中又以無王管的
通識科尤甚。有家長群組近日流傳信息指，有中
學通識科教師以新冠肺炎疫情作考題，但只選取
一面倒抨擊中國內地的負面文章作參考資料。家
長批評疫情至今尚未定案，不應教學生妄下定
論，質疑有人乘機煽動仇中情緒，表明會向教育
局投訴。教育局表示已要求涉事學校提交報告，
並會嚴肅跟進事件。

題材先入為主煽仇中
涉事「教材」被指出自一份報章，其中有文

章提及所謂「中國未能及早控制疫情的三大原
因」，一面倒將疫情爆發歸咎中國內地，忽視新
冠疫情爆發的其他客觀原因，且對中國內地一直
及時發布疫情資訊、積極與國際合作抗擊疫情等
正面信息隻字不提。

家長圍罵「教材」洗腦
有家長群組近日爆料，善德英文中學有通識
科教師選取上述文章作為參考資料，要求學生購
買閱讀，備試該科時事題。家長認為新冠疫情仍
然持續，誰是誰非至今未有公論，根本不適宜胡
亂引導學生作出評價，質疑該教師別有用心，刻
意採用抹黑中國內地的問題「教材」，灌輸學生

仇中思想。
該家長表明會致電教育局投訴，網民紛紛和

應。「Ada Ho」批評：「一個正面嘅論點都
無！全是抹黑！」
Mary Kate 則表示：「咁片面的論點去直

（植）入學生腦袋，通識還有存在價值嗎？」
Alvin Sung亦指：「教材有問題，將未有定論的
事件當成事實或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向教育局查詢，發言人

回覆指得悉事件，並已即時聯絡有關學校了解詳

情。
據悉，有關文章是學校為中二級生活與社會

科所訂閱的補充讀物。教育局已要求學校提交報
告，並會嚴肅跟進事件。
發言人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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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
調教師必須秉持專業精神，嚴謹選取教材，避免
偏頗內容或錯誤資料誤導學生，學校管理層亦有
責任監察，確保所選用的教材，均符合課程宗旨
和目標。

■有家長群組於微博爆料，指善德英文
中學教材疑帶有煽動仇恨國家情緒。

網上圖片

■涉事「教材」被指出自一份報章，一面倒將疫情爆發
歸咎中國內地，忽視新冠疫情爆發的其他客觀原因。

網上圖片

■楊潤雄向全港中小學校長發信，提醒學校
要正確引導學生認識港區國安法，更不應讓
學生參加所謂「公投」或罷課。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去信全港中小
學校長，強烈譴責有團體煽動學生
參與所謂「罷工罷課公投」，強調
學校不應容許任何模式的罷課，亦
要勸止學生拉人鏈、貼政治標語
等。本港泛暴派將學生作為反中亂
港的政治燃料，學校和教師責無旁
貸應制止這種惡行。教育局今次態
度鮮明，清晰界定校方和教師的責
任，是正確負責之舉。教育是香港
修補維護國安漏洞、恢復法治穩定
的重要一環，教育局應該徹底檢討
現行教育制度和執行機制，切實防
範校園被政治化，根治「港獨」思
潮入侵校園、荼毒學生的亂象。

近日，有泛暴派團體看到中小學
逐漸復課，企圖煽動中小學生參與
所謂「罷工罷課公投」，鼓動學生
反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用心卑劣、
行為可恥。有見及此，教育局主動
發信釐清校方職責，指出去年多間
學校有學生組織拉人鏈、貼標語、
唱反修例歌曲，若現在重演，校方
應該立即勸止；如學生屢勸不改，
應訓輔懲處。信中指出，教師罷課
不單是疏忽職守，更是親手將政治
帶入校園，學校應採取紀律行動，
局方亦會嚴肅跟進。 教育局今次給
校長的信，明確告知校方什麼可以
做、什麼不能做，讓校長和教師清
楚肩負教書育人的重任，防止部分
違反專業操守的教職員煽動學生參
與政治活動，對防範學生誤入歧途
起到預防、提醒作用。

本港泛暴派長期向學生洗腦，灌
輸錯誤的歷史和國家觀念，灌輸
「違法達義」的扭曲法治觀，把學
生作為他們的政治棋子，引誘學生
罷課，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甚至走
上違法暴力的歪路。根據警方提供
的數字，修例風波至今，警方拘捕
的人數多達8,338人，報稱學生的有
3,404人，佔全部被捕者的四成；其
中1,488人是18歲以下未成年人，佔
總被捕人士的 17.8%，當中有 591 人
不足16 歲。學生是香港未來，這麼
多學生因受錯誤政治思潮誤導而墮
入法網，前途蒙污，令人痛心。但
是，「黃教師」、「黃教材」充斥校園的
問題，更令人關注。

對於學校存在的亂象，教育局作
為專責政府部門，固然有權有責撥
亂反正。學校、教師亦須負起正確
引導學生的責任，不能讓學校淪為
培育暴徒、罪犯的溫床。本港大多
數中小學採用校本管理，但校本管
理只是說教育局不干預校方的日常
事務，但學校在國家安全、尊重法
治等大是大非問題上不能堅守底
線，不能明辨是非，教育局就不能
不管，必須發揮管理者的作用。為
免教育政治化、保障學生健康成
長，教育局應該加強對學校、教師
的管理，努力與校方攜手阻止政治
入侵校園，對「黃老師」、「黃教
材」，該處理的處理，該清理的清
理，還學生一個安全良好、無政治
污染的學習環境。

支持教育局積極作為根治教育亂象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

會的主題演講中提出，要「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
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
人？」並從制定港區國安法的刑事政策、立法的適用
範圍、執行機制的規定，以及相關立法、執法和司法
行為都會保障港人的合法權利和自由等四個方面，清
楚說明「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安民告示」，更有
充分的法治和機制保障。港人完全可以消除權利自由
被侵蝕的憂慮，增強抵禦謠言謊言的免疫力。

首先，張曉明指出，港區國安法宣示「打擊極少
數」，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
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
程中。在國家的法治中，刑事政策極為重要，在制定
刑法時必須以刑事政策為依據，實施刑法時也必須以
刑事政策為指南。港區國安法以「打擊極少數」作為
立法、執法、司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意味其有很
強的自我約束力，針對的目標不會無限延伸，並非一
條「萬能法」。

其次，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有嚴格限定，懲治的只
是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毫無
關係。港區國安法之所以要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外國及境外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等4種罪行，是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
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香港近期一再
偵破炸彈案、槍支案，反映恐怖主義活動在香港發生
的風險越來越高，港區國安法立法正是為了有效遏制
相關罪行。但對於普羅市民而言，本來就安分守法，
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挑戰法治的行為，根本不用
擔心會墮入港區國安法的法網；至於干犯普通刑事罪
行、經濟罪行，只會按照香港現行法律處理。

第三，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
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
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

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
別要看到，內地日益強調依法治國，重視「公正執
法」、「文明執法」。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
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
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
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
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訴
訟權利。這些規則、制度，事實上已經與香港和國際
法治社會相當接軌。正如張曉明所指：「國家安全機
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
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第四，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
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
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
名、任意出入人罪。內地有國家安全法，還有諸如反
間諜法、網絡安全法等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諸多法令，
但中央並沒有照搬內地國安法到香港，而是由全國人
大授權人大常委會專門為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例，並且廣泛諮詢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體現了在「一
國兩制」下，中央對香港法治的尊重。可以預見，港區
國安法及日後執法、司法，將兼顧兩種法律制度的差
異，既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也保護香港市民合法權益。

由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一地兩檢」本地立法、
修訂逃犯條例等往例可知，反對派和外部勢力最擅長
玩弄妖言惑眾、危言聳聽的伎倆，將有關法律舉措污
名化、妖魔化，借以阻礙立法、打擊特區政府和中央
的威信，更撕裂香港、激化矛盾，增加反對派和外部
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能量。港區國安法也難免會遇到
似是而非、更瘋狂的抹黑、攻擊。特區政府、社會各
界需對此有充分的準備，做好港區國安法的宣傳解
釋，協助港人清楚認識港區國安法只是針對極少數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非限制港人的權利自由，
不必杞人憂天，不被謠言誤導嚇倒。

「打擊極少數」有法治保障 抵制抹黑消除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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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張曉明在基本法研討會上主題演講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