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基本
法30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

壇，邀請梁愛詩等人與出席的校
長、教師分享基本法的專業法律觀
點，並就推廣基本法教育提出意見
（尚有相關新聞刊A3版）。
梁愛詩直言，以往部分特區政府

官員抱「少做少錯」心態，以至在
推廣基本法活動上，竟提出辦「香
夜景」填色比賽，「以此去推廣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又怎能達
到目的？他們這樣提議，純粹是覺
得那最不敏感，不會被人批評『洗
腦』，但其實根本唔需要怕。」
她強調，對香特區政府而言，

推廣基本法「是天經地義的事」，
學生理應知悉各項基本原則，「你
可以唔同意國家個別法例或行政行
為，但必先知道它是什麼。」同
時，世上並不存在所謂「違法達
義」，學校務必要令學生明白，一
旦有行動就必須承擔相應後果。
同樣道理亦見於國家安全教育，
梁愛詩談到自己上星期曾到學校，
與一班教師論及國安教育。其間，

有歷史科教師問及，將來提及中國
革命史會否違反區國安法，「我
認為應跟學生講明是非黑白，首先
應清楚講明每個人對國家都有責
任；假如真的有不滿，甚至要搞
『革命』，那就應該清楚何謂成者
為王，敗者為寇。」

校長：引導學生守法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長邱少雄

於論壇後接受香文匯報訪問指，
近期社會事件對教育界推廣基本法
和國安教育挑戰難免會增加，「但
困難不代表學校就放棄，只要覺得
對學生成長好，學校都應迎難而上
做好。」尤其守法是香社會的核
心價值，學校務必要正確引導學
生，切勿被個別「專業人士」提倡
的所謂「違法達義」影響。
曾任教師、現為博愛醫院總理張玉

書感嘆指，特區政府以往基本法教育
工作力度不足，避重就輕，並不深
入，更沒有和法律界以至其他部門協
作，令教育留下太多留白與灰色地
帶。自己很關注國安教育，並期望將

來的區國安法能為青年帶來新的看
法和角度，不會人云亦云。

楊潤雄：研納入課程
為昨日論壇擔任主禮嘉賓的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則表示，國家安全立
法對國家和香來說都是十分重要
的工作，局方會待立法完成後，再
檢視課程裏可以什麼方式及視乎內

容向同學介紹，讓他更深入了解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其背後的理念及
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當中一些重要
條文。
他並以憲法、基本法或國歌教育

為例，目前都是透過很多不同科目
去做，局方暫時亦計劃同樣處理國
安教育，但仍須待條文出來後再作
詳細考慮。

■■ 張玉書認為張玉書認為《《基本法基本法》》教育應化教育應化
繁為簡繁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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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去年起捲

入黑暴旋渦，在攬

炒派煽動下不少年

輕人漠視「一國兩

制」的重要基石，公然鼓吹「港獨」，凡

此種種均顯示加強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

的迫切性。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原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在教育界基本法

論壇時強調，學界推廣基本法是天經地

義，而日後港區國安法立法更應向學生講

清是非黑白。多名與會的教育界人士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特區政府過往

在基本法教育的力度及深度不足，並相信

港區國安法能為香港青年帶來新的看法和

角度。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教育界應迎

難而上，做好相關教育工作。

梁愛詩：校園教基本法天經地義
教育界信國安立法後青年有新看法新角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有自稱「培正校友反送
中關注組」的組織上月發起所謂網上聯署，「騎劫」
培正中學的校名作為反對區國安法的政治籌碼。有
培正家長就投訴該校有副校長及主任連同一批學生參
與聯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培正已表明聯
署與學校無關，若老師或「有職位人士」參加這些聯
署，或會令人誤解是學校參與其中，又或令學生或其
他人感到壓力，故已要求學校嚴肅跟進事件，目前局
方要留待學校提交報告後，才能判斷校方在哪方面做
得不好，再作改善。
楊潤雄昨日確認，局方已接獲關於培正副校長及教師

簽署行動的投訴，並已將投訴轉介予學校要求嚴肅跟進
及提交報告。他表示，學校早前的回應已承認事件確曾
發生，局方會留待其完成調查報告，才能詳細了解整個
事件並作回應跟進。

他強調，教育局的原則是，當有老師聯同學生參加此類和校名
有關組織的聯署，或會令人誤解學校亦有參與，又或令校內學生
或其他人受壓，這些都是局方覺得可能引致問題的原因。

稱平台遲未按要求刪聯署
被投訴參與聯署者為培正副校長鍾偉東與主任梁振忠。家長質

疑他們身為老師卻帶頭將政治帶入校園。培正校監何建宗事後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表明，校方重視教職員及學生聯署反國安法一
事，並已致電教育局分區主任交代事件前因後果，及交流如何在
日後更具體地關心和輔導教師和同學。
同時，該校校董會事後亦召見了二人。他們當時聲稱，他們是
受朋友邀請參與聯署。當教育局於6月11日發出指引後，二人已
要求「培正校友反送中關注組」刪除其署名，惟平台遲遲未刪
除。
何建宗並引述鍾梁兩人指，因參與聯署對校方造成極大影響深

表悔意，並承諾跟隨校方辦學原則。同時，校方會根據聯署名單
向參與聯署的學生跟進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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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師」問題嚴重，個
別害群之馬利用教師之
便，滲透個人政治意見甚
至激進主張，煽動學生懷
抱「高尚」情操充當政治

炮灰。出席昨日基本法論壇的家長對此
表示擔心，憂慮有教師會利用「基本法
教育」借題發揮，乘機夾雜「個人意
見」、「擔憂」以至「立場」，籲有關
當局與學界務必正視問題，確保學生遠
離政治，回復安寧。

參與昨日論壇的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在
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港區國安法立法對於整個香港來說能帶
來穩定環境，無論是營商、科技都有好
處，而對學校而言，更需要一個寧靜、

安全、穩定的環境，專心做好教育工
作，以免受校外的暴力或其他事件影響
學校的氛圍。

指「黃師」夾雜個人意見
「作為家長都希望知道老師會點教，

於是參與今次論壇。」家長呂女士在論
壇期間的台下發言環節，慨嘆今時今日
部分教師於教學中夾雜個人意見，甚至
透過毫無根據的所謂「擔憂」，煽動恐
慌。

她在論壇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進一步談及今時今日的家長辛酸，
「中小學生以聽為主，老師講咩就照單
全收，受其左右，覺得自己唔發聲、唔
革命就會『辜負社會』，這類想法真的

會在一些學生口中聽到。」
原來，呂女士兒子今年就讀中六。她

慨嘆昔日便曾在兒子口中聽到所謂「違
法達義」主張，幸好自己有時間跟兒子
溝通開導，「呢代家長真的很苦，以前
就忙於對功課，了解操行，但近年要跟
進的事多了很多。」

教育局近年積極提倡學校推廣基本
法教育，呂女士認為，基本法教育理
應有如教中、英、數、常一般，建基
於事實去教，「法例點寫就點講，案
例點判就點教，但社會事件以來，部
分教師會將自己毫無事實根據『擔
憂』混入教育，這才是家長們的最大
擔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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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籲政治遠離校園

■■呂女士呂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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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
部分學校遭「黃師」、「黃教材」
滲透，個別「黃師」更肆意散播仇
恨，荼毒學生。香教育學院（現
為香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
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昨日強調，老
師應是學生的典範，要對自己有較
高要求。有民間團體則針對「黃
師」禍校問題，建議設立「教師專
業操守評核機制」，有系統定期監
督教師專業操守表現，幫助學生重
回正軌，安心學習成長。
自修例風波發生至今已逾一年，數

以千計學生被捕，不少失德「黃師」
煽動年輕人走上街頭，令他們淪為政
治炮灰。教育局最新數字顯示，由去
年6月起至今年5月為止，已有3,600
名學生及多達110名大中小學教職員
被捕。

目前在教大擔任公共行政學研究講
座教授的張炳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指有個別老師在fb寫出「黑警
死全家」這類散播仇恨的言論是過了
界線，「因為老師係個典範，不應隨
便，要好小心，唔係話唔可以有激烈
政見，但不能予人鼓吹暴力嘅印
象。」
自修例風波以來，網上出現了所謂

「起底」情況，張炳良認為有人持雙
重標準，如當「黃色陣營」被起底
時，他們就聲稱此舉是在侵犯私隱、
違反「正義」，但當「藍色陣營」被
起底時，就似乎變得「理所當然」，
這現象並不公道。

團體倡設機制評核教師操守
同日，由香一班教育工作者及家

長自發組成的民間團體「救救孩子」

及「愛國護團結力量」，針對「黃
師」禍校的問題提出建議，要求教育
局建立有效可行的「教師專業操守評
核機制」，以免別有用心的教師教壞
學生。
該兩個團體均認為，「教師專業操

守評核機制」應由教育局統籌及監
察，局方可按教育政策及指引設計
「教師專業操守評核表」，交由校長
及校監向其屬下的教師進行評核，每
半年或一年一次，評核後交回教育局
備案。
他們續指，評審可分優異、良好和

有待改進三個級別。若某教師連續三
次被評為「有待改進」，校方要立刻
嚴肅跟進，包括不再續約，教育局亦
應取消其教師資格，相信通過兩三年
的勵治，「黃師」絕跡校園，學生可
重回正軌，安心學習成長。

張炳良：教師仇警言論過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成立的「學

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早前已完成公眾諮詢，針
對在修例風波期間備受關注的通識科的檢討，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基於近月疫情，小組會新
增檢視在家或電子學習對課程或教學影響的工
作，預計會於下半年提交報告。有消息則透露，
小組會建議通識科維持必修必考，但會精簡內
容，包括重點檢討「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等課
題，其中會強調法治精神和守法意識等。
楊潤雄表示，專責小組去年已提出初步意見及進

行公眾諮詢整理。有見近月疫情對教學的影響，局
方已要求小組同時檢視相關情況，估計小組可於下
半年提交報告。教育局收到報告後，會繼續就課程
檢討聽取社會不同人士意見，然後作出決定。
他透露，該小組於去年初步提出，包括通識科

在內的多個科目內容都會作出刪減，為學生釋放
學習空間，協助其個人成長及其他科目增進知
識，而最終建議仍要留待小組提交最後報告才得
知。在教學方面，局方一直要求所有老師、教學

材料採取持平態度，將知識傳授予學生。

課程組建議繼續「必修必考」
針對通識科檢討，有媒體昨日引述消息指，小

組維持去年提出的看法，建議繼續「必修必
考」，但課程內容會作精簡，獨立專題探究
（IES）則可選修。
據了解，小組於諮詢期間收到不少意見，認為

修例風波與通識科出問題有關，認為教育當局推
出多項措施加強課程監管，包括加強重點視學，
並新增「通識書」專業諮詢服務為將來送審鋪
路，加上考慮到文憑試的國際認可、課程穩定性
等，不認同對大幅更動該科。在精簡具體課程方
面，將會由課程發展議會下的專責委員會負責。
消息指，外界有較多質疑的「今日香」單元中
「身份認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等課題將
是檢討重點，預計前者釐清「香人」與「中國
人」身份認同不存在對立關係，後者則會強調法治
精神和守法意識。

通識科傳刪減政治參與內容

■■湯修齊湯修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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