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昨日在「香港

教育高峰論壇——香港國安法與《國歌條

例》在學校教學中的落實」致辭時表示，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國安法的有效實

施，高度關注香港教育工作，高度關心香

港的青少年學生，中聯辦將大力支持特區

政府和學校開展國安教育。他並就國安教

育提出三點建議，希望教育界深刻檢視香

港教育存在的問題和不足，要以香港國安

法出台為契機，斬斷伸向校園的黑手，相

信該法一定能引領大家走出困境，香港的

教育也一定會再創新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譚鐵牛昨日擔任香港文匯報和香港教聯會合辦
的「香港教育高峰論壇——香港國安法與

《國歌條例》在學校教學中的落實」的主禮嘉賓並
致辭。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公布實施，是香港由
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點，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
重要里程碑。
譚鐵牛表示，香港國安法對國安教育有明確的規

定，開展國安教育是特區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各
級各類學校的重要任務。特區政府教育局已多次表
示，會按照特區政府要求多管齊下開展國安教育，
香港社會有識之士與眾多教育團體和專家學者也都
提出了應大力開展國安教育的建議。
他強調，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國安法的有效實
施，高度關注香港教育工作，高度關心香港的青少
年學生，香港中聯辦將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和學校開
展國安教育。

立法更好保護權利自由
譚鐵牛並就國安教育提出三點建議。一是要全面

認識、準確理解香港國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制訂香港國安法，是對「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的有力加固和完善。對危害國家安全
的極少數人來說，這部法律是高懸的利劍；對絕大
多數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這部法律是保
證其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
他續說，有教育界人士擔心有了國安法，是否還

有言論自由，宗教辦學團體和學校是否還有宗教自
由，國際學生交流是否受到限制，「我可以非常肯
定地告訴大家，香港國安法不會損害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不僅不會損害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恰恰相反，可以更好
地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廣大教育工作者正常使用
社交媒體討論時事、學術交流、出國旅行，以及學
校正常的宗教活動完全不受影響。香港國安法是一
部「一國兩制」的「守護法」，也是一部香港未來
的「希望法」。

應與國民教育結合謀劃
二是要系統謀劃，多措並舉，開展國安教育。香港
國安法立法的目的不只是懲治極少數的犯罪行為，
更重要的是防範、制止，因此，國安教育意義重大，
國安教育應多措並舉、校內校外結合、線上線下互
動，國安教育應該堅持效果導向，講究實效，不僅是
知識獲取，更重要的是師生國安意識的提升，國安教
育應與國民教育相結合一起謀劃、一起推動，要通過
國安教育進一步增強學生的法治意識與國家意識，要
通過國安教育幫助學生明辨是非，增強對歪理邪說和
一些別有用心蠱惑的抵抗力，消除可能的誤解和完全
沒有必要的恐懼和恐慌，也要通過國安教育，讓青年
學生進一步認識到，香港與國家休戚與共、密不可
分，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的安定，就沒有市民
的安寧，當然也沒有學校校園的安靜，「香港好，國
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檢視不足維護教學秩序
三是要堅定信心，興利除弊，再創香港教育新輝
煌。譚鐵牛表示，雖然這一年多來，香港教育飽受爭
議，但我們還是要堅定信心，秉持初心，發揚優良傳
統，推動香港教育再出發。同時我們要痛定思痛，深
刻檢視香港教育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特別是要以香港
國安法出台為契機，斬斷伸向校園的黑手，堅決制止
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把政治帶入校園，維護學校的
正常教學秩序，着力培養具有香港情懷、國家觀念和
國際視野的德才兼備的「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
接班人。相信香港國安法一定能引領我們走出困境，
重新出發，贏得未來，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香港
的教育也一定會再創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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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
國安國歌教育屬重中之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隨着香港國安法與《國歌條例》
相繼落實，香港學校將肩負起相
關的推廣及教育工作。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在香港教育高峰論壇上
強調，國家安全教育和國歌教育
會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重
中之重，在學校開展相關教育是
應有之責，期望教育界可幫助同
學更透徹地了解在「一國」下，
「兩制」如何實踐及為香港帶來
的機遇，並協助他們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和態度。
楊潤雄表示，香港國安法立法

目的是要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
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
行為，針對的只是極少數違法犯
罪的人，保障的是香港絕大多數
居民的生命財產，以及依法享有
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當大家

正當行使這些權利時，毋須擔心
觸犯國家安全法律。
就香港國安法的頒布，教育局

已向學校發出通告，提示各中小
學及幼稚園的領導人員，必須適
時讓學校管理層、教學及非教學
人員和學生，認識、了解及遵守
香港國安法。此外，學校須按學
生的認知發展及能力，向學生解
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立法的背
景及意義等，讓學生獲得正確的
資訊，並提醒學生須遵守有關法
例。

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他並表示，香港國安法與《國

歌條例》的實施是首次在法律層
面要求學校就特定範疇開展教
育，主旨在於透過教育培養學生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達到防範違
反相關法律的效果。
楊潤雄強調，教育界在新法例

下更有責任做好正確指導學生的
工作，教育局會在現有基礎上繼
續以「多重進路」方式全力支援
學校，包括增潤課程內容、豐富
學與教資源、為校長和教師提供
專業發展課程、舉辦師生內地交
流及全方位學習活動等，同時會
透過學校探訪、教師網絡及學習
圈等各種渠道，為學校提供專業
支援和建議，及推廣學校的良好
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香港文匯報社長姜在忠在昨日教
育高峰論壇上致辭時表示，自修
例風波至今，不少學生走上人生
歧路，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香港
內外反中亂港的政治勢力的洗腦
和煽動，令他們淪為反中亂港勢
力的棋子。香港國安法就是要防
範、制止、懲治這些反中亂港的
政治勢力，斬斷他們伸向香港青
少年的黑手。「在這個意義上
說，香港國安法是香港青少年的
救星，也是香港未來的救星。」
姜在忠表示，在香港回歸祖國

23周年前夕實施的香港國安法，
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
里程碑，是香港撥亂反正、由亂
到治的「殺毒軟件」，是香港恢
復法治安寧、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守護神」，也是香港青少年
健康成長、成為國家和香港棟樑
之材的「領航燈塔」。

嘆修例風波禍學子
「過去一年多發生在香港的修

例風波，給香港帶來各方面的極
大損害，其中青少年學生受傷害
至深。」他慨嘆，有學生在這段
期間參與暴力活動被捕，面臨法
律制裁，人生蒙塵；有學生在學
校內外組織參與非法活動，給學
校秩序造成嚴重衝擊；有學校出
現因為政治原因的撕裂，甚至發
生師生和同學間的校園欺凌，令
人痛心疾首。
他認為，有關學生走上人生歧

路的原因眾多，其中最根本的原
因在於國家民族意識缺乏、法制
意識淡薄，是非觀念扭曲。導致
這種現象的禍首，正是香港內外
反中亂港的政治勢力，利用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制度和機

制漏洞，以「港獨」、「自
決」、「違法達義」等嚴重危害
國家安全的違法思想觀點，「給
青少年學生洗腦，誤導、引誘、
煽動他們參與嚴重違法暴力活
動，令他們淪為反中亂港勢力的
棋子和『政治能量』。」

立法懲治反中亂港
姜在忠強調，香港國安法就是

要防範、制止、懲治這些反中亂
港的政治勢力，斬斷他們伸向香
港青少年的黑手，保護香港的未
來主人不再被荼毒。在這個意義
上說，香港國安法是香港青少年
的救星，也是香港未來的救星。
「如何按照教育規律引導青少

年學生愛國愛港、遵紀守法；如
何引導部分受荼毒的青少年學生
幡然醒悟。」姜在忠認為，這些
都是教育界任重道遠的工作，箇
中方略，需要通過專業的探究，
集思廣益，博採眾長。是次教育
高峰論壇，正正雲集政府、教育
界、辦學團體、家校團體等教育
持份者的代表，深入探討香港國
安法和《國歌條例》如何在學校
教學中有效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香港國安法清楚要求學校開展國家
安全教育，提高特區市民的國家安
全意識和守法意識。教聯會會長黃
均瑜於昨日香港教育高峰論壇致辭
時表示，教育同工現時對於香港國
安法和《國歌條例》該「怎樣教、
教什麼、幾時教」最為關心，期望
教育局盡快可帶來有關條例的教育
框架，讓前線教師有所依從，能以
最完善方式把兩條法例的內容和精
神，準確無誤地教導給不同年級的
學生。

指引教師準確教導學生
「自修例風波爆發以來，本港對

於教育出現了信心危機。」黃均瑜
慨嘆，自從去年6月至今年5月，

共有110名大中小學教職員，以及
3,600名大專及中小學生被捕，切
實反映當中的確出了問題。
他同時強調，在香港6萬多名中

小學教師中，絕大部分都是謹守崗
位、敬業樂業的。縱使有個別政客
在過去一年多次煽動罷課，始終都
未能得逞，學校仍然能夠正常上
課，這正是要肯定同工的努力，成
功「將學生穩住，將校園穩住」。
「香港國安法是一條全國性法

律，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四類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堵塞香港在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對國家
安全、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
定，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黃
均瑜表示，香港國安法和《國歌條
例》對香港市民來說都是新鮮事，

而對教育同工而言，則對「怎樣
教、教什麼、幾時教」最為關心。
他希望教育局能盡快為教育同工

帶來有關條例的教育框架，同時期
望特區政府未來繼續努力向香港市
民解說有關條例的內容，以及如何
落實執行，同時加強社區宣傳和學
校教育，讓香港年輕一代能夠正確
理解和掌握憲法、基本法，以及國
家安全的相互關係。

譚鐵牛國安教育三建議
一是要全面認識、準確理解香港國安法

▶對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這部法律是
保證其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

▶香港國安法不會損害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
由，反而可以更好地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

二是要系統謀劃，多措並舉，開展國安教育

▶要通過國安教育進一步增強學生的法治意識與國家意識

▶要通過國安教育幫助學生明辨是非

▶要通過國安教育，讓青年學生進一步認識到香港與國家
休戚與共、密不可分，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的安
定，就沒有市民的安寧，當然也沒有學校校園的安靜

三是要堅定信心，興利除弊，再創香港教育新輝煌

▶我們要堅定信心，秉持初心，發揚優良傳統，推動香港
教育再出發

▶我們要痛定思痛，深刻檢視香港教育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黃均瑜盼速定教育框架

姜在忠：國安法是青年救星

■黃均瑜期
望教育局盡
快制定教育
框架，讓前
線教師有所
依從。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姜在忠表示，香港國安法是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
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楊潤雄表示，國安教育和國歌
教育會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的重中之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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