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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無論在任何國家
當中，從來都是建構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渠
道，在課程文件訂立的宗旨都寫了「培養優
良的品德，以及個人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
認同感、歸屬感及責任感」。所以怎樣的歷
史教育可以達到上述目標呢？有人提出「中
國歷史獨立成科」，筆者以為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香港作
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己國家的歷史必修必讀理應是
作為國民的基本要求，但香港卻在回歸後第20個年頭才真
正開始落實。獨立成科必修之後，教什麼內容？怎樣去教？
這就成為了我們需要思考的重點。

2018年5月，初中中國歷史修訂課程大綱中，把「香港
史」首次加入中國歷史科。這是撥亂反正的第一步，之前的
中國歷史和歷史科課程一直沿用20多年前的版本，「香港
史」更一直奇怪地置於歷史科之內，現在的撥亂反正來得真
的太晚了！但這樣的撥亂反正居然還有論者認為把香港史置
於中國歷史的主軸下會貶低了香港。筆者反問一句，「一國
兩制」也是「一國」在先，沒有「一國」的保障哪來「兩
制」的實施？把香港史置於整個國家的歷史之中，不就更看
得出香港在中史不同階段的角色嗎？
其次，無論在初中和新高中中國歷史的課程中採取「詳近

略遠」的原則，初中中二下學期已經開始涉及鴉片戰爭開始
的近代史，直到中三級更是全年都在環繞中華民國、抗日戰
爭至新中國建立後直至改革開放為止的這段歷史。不過，對
於新中國建立後的歷史整體而言，無論是初中還是高中都是
負面多於正面，「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都是詳細說
明，但對於抗美援朝卻一言兩語輕輕帶過。所以一位香港學
生，儘管在本地中學修讀六年的中史，對於這些歷史很有可
能還是一片空白，不會認識那些令我們今天可以享有安定繁
榮的「最可愛的人」！
歲月靜好，只因有人為你負重前行！今年是抗美援朝出

兵朝鮮七十周年的紀念日，電視節目中播放起「雄赳赳氣
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歌曲時，反思我們的歷史教育居然
連這麼重要的歷史都忽略，國民身份認同又該從何談起
呢？

香港要把握新時代改革開放良機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在數十年內，

昔日的小漁村令人矚目地發展為GDP超越香港的國

際大都會，令到人民對國家充滿信心。40年後，深

圳開始重新出發，這對香港來說有重要借鑒意義。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積極投資內地，在內地建設

「飛地」，從而吸引、支持港人安居，讓更多的年

輕人有落腳點。面對發展，香港不能再浪費時間，

不能再虛度時間，更加不能再錯過機遇。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深圳經驗激勵香港再騰飛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時間節點上，中央

又給予了新的政策支持，使得深圳享受的待遇接近
香港的水平，這十分不簡單，背後體現了國家對自
身發展的積極性和自信。10月14日，在深圳經濟特
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
要講話，既是對深圳發展經驗的總結和稱讚，亦是
對香港鼓勵和提點。深圳的發展經驗，展示了國家
未來的氣象和實力，非常值得香港學習。
一直以來，中國不斷開發拓展自身的發展空間，

無論是「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還是
各大自貿區的建設，中國發展令全世界矚目，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令全國人民達到小康，人民對國家
有信心，上下一心，自發行動起來，全面渡過各種
難關。中國在短時間內有力扭轉疫情局勢便是最好
的例子。

今天的中國，每年出境旅遊的人數多達數億，看
到西方的文明，人民會有所對比，明白西方模式是
怎麼回事，知道他們的缺點在哪裏，中國人民也願
意接力，補足他們不足的地方，對世界發展貢獻力
量，這便是我們的民族自信。中國人民走過彎路，
但一直勇敢地面對未來。今天深圳發展的經驗也正
說明了這一點，其中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
中國智慧，也體現了中國人民不忘初心，不斷學習
的優點，中國會在努力中再創輝煌。

香港也要積極再出發
面對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香港要抓住機遇乘勢

而上，思考在新形勢下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實現同步發展，融入國家。筆者認
為，香港應做好三點：不要浪費資源，不要虛度時
間，不要錯過機遇。

融入大灣區發展並非喊喊口號，香港可以利用一

部分資金儲備，在內地建設「飛地」，擴大港人的
生活、發展空間，進行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創新
嘗試。
在這方面並非沒有先例，澳門和深圳都有這樣的

嘗試，澳門是與珠海橫琴合作，深圳則是發展位於
汕尾的「飛地」，二者用租借的方式，將新的土地
納入澳門與深圳的體制之內，擴大發展空間。

香港也未嘗不可採用這樣的模式，大灣區向西有珠
海、中山和江門，向北向東有東莞和惠州，這些地方
都有充足的土地資源，香港可以與當地政府合作建設
「西港城」、「東港城」，由香港進行發展與管理，
而這樣的「飛地」對年輕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本地青年來說，建設「飛地」可以提供更多

落腳點，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呼籲更多青年去大
灣區發展，但不提供給青年人一個落腳點，又怎麼
能說服別人？特區政府應當善用資源和金錢，為年
輕人指點迷津，給他們更多的發展機會。同時，對

於吸引外來人才來說，「飛地」更是提供了好的機
遇，人才來到位於大灣區的「西港城」和「東港
城」，就相當於來到了香港，這有助於香港更好地
吸引人才和資源。
相對比於「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在大灣區內建

設「飛地」投入的資源並不太高，而且會比填海計
劃更快解決土地短缺的問題，有助於把香港部分的
城市功能轉移出去，相信有智慧的管理者能夠看清
哪一種方式更有利於香港的未來。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視察香港時，指出大灣

區建設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不
要墨守成規」。香港在大灣區建設「飛地」，不失
為一個好嘗試。但這需要積極利用資源，投入時
間，這有待特區政府進行探討。但香港不能再錯失
機遇，須知「蘇州過後無艇搭」，面對國家在新時
代改革開放中的再出發，香港一定要珍惜並把握每
一個機會。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國家
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對深圳未來的發
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希望。習主席還強調深圳
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要求深
圳做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他
又對深圳提出10個「必須」，包括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與港澳相互
融合發展。因此，香港當務之急要思考如何配
合國家的發展，融合大灣區的發展大勢，實在
不容再有半點蹉跎，否則最後只會淪落到被邊
緣化。
隨着國家經濟的發展一日千里，發展大灣區

成為重大國策之一，因此對於各方面人才的需
求更是求才若渴，尤其是高科技產業、金融服
務業和法律會計等專業人才。香港的第三產業
發展成熟，但是由於缺乏配套服務，令不少有

志北上發展的港青卻步。筆者認為，要吸引更
多人才到大灣區發展，避免他們出現水土不
服，香港特區政府的經貿辦可發揮更多作用，
地理上不應只集中在大城市，要伸展到其他二
線城市，設立更多分區辦事處，以便及時為在
內地工作和生活的港人提供適切的協助，幫助
他們能盡早適應內地的生活，得以在大灣區安
居樂業，可以為其他港青起到示範作用。
習主席講話的另一重點，就是要求深圳特區

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
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
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
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過去一年多，黑暴對香港
造成重大破壞，不少港人紛紛將子女轉到內地
升學，有報道指今年港生報讀內地大專院校的
人數創歷年新高。事實上，隨着近年內地高等

教育學術水平不斷上升，兩地
大學生的學術水平越拉越近，
相信未來到內地升學的人數會更多。因此，特
區政府更應該多鼓勵本港學校組織活動，帶領
教師和中小學生多到內地進行深層次的交流和
認識，才會令學生們對國家有更深的認識和了
解，才能增強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

最後，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香港電台，需要
擔當起宣傳推廣的重任，製作與國家及大灣區
發展有關的節目，為港人介紹國家的最新發展
動向，讓本港青少年能從多角度了解祖國，關
心祖國，也能為他們未來到內地發展起到重要
的參考作用。香港的經濟發展已不斷滯後，未
來要有持續發展就應加快與國家發展的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加速發展的號角已經吹起，香港
若仍然固步自封，受害的是我們的下一代。

大灣區發展宣傳 香港電台不可缺席
彭長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公營廣播關注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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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不久的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
上，國家主席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提及：「要充
分利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年來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這彰顯了國家對港澳青年
發展的重視、支持和期盼。

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粵港
澳大灣區的平台，不少創業園、創客區、企業孵化器、高等
教育院校亦透過不同渠道向香港青年招手，地方政府不斷推
出鼓勵香港青年創業、就業、學習、生活的新政策，而且相
信未來協助香港青年在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新政策陸續有來。
特區政府應當將有關政策在香港推廣落實，各區民政處、

區議會、房屋署、入境處等部門，應增加相關的宣傳資訊，
例如單張、海報、提供網站鏈接、甚至設置專人，為有意到
大灣區發展的香港青年提供解答、引導的專項服務。
長期以來，香港不同社團、組織均舉辦過不少到內地的青

年交流、大灣區考察團。未來，交流活動的模式可以更精確
到個人專業、發展意向的層面，對不同專才、不同發展意向
的香港青年，按大灣區不同城市的特點進行分流，提升交流
活動的吸引力，更有效、準確幫助香港青年認識、了解大灣
區。
此外，說到在大灣區創業，創業本錢、創業方向是香港青

年最關心的問題。大灣區11個城市發展實況、產業需求各
有不同，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要向香港青年舉辦更多介紹講
座活動、提供必要的具體指導，令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的
目標更清晰，創業路徑更明確。
不可否認，由於社會長期內耗、生活成本高昂、發展面臨

瓶頸，令部分香港青年對未來發展信心不足，以致「不敢
闖」、「不敢試」，出現悲觀情緒；另外，香港缺乏新產
業，就業創業空間不大，社會出現「人才錯配」，不利香港
青年實現自我人生價值。

內地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敢闖敢試」、「先行先試」
成為新常態，大灣區、內地持續向香港青年展開懷抱，為香
港青年成就人生價值、開創美好前途提供了廣闊新天地，香
港青年要大膽跨過深圳河，在大灣區實現理想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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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將與新加坡相互安排兩
地「旅遊氣泡」。現今，許多

香港人居住在新加坡，也有許多新加坡人居住
在香港，疫情發生之前，香港與新加坡之間一
年有上萬班次往來。因此，由香港與新加坡開
始航空「旅遊氣泡」是最恰當的。
這是一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旅遊氣

泡」，「旅遊氣泡」之所以稱為「氣泡」，就
是因這類安排很大機會就像氣泡一樣，很快就
破了、失敗了。過去，的確有些國家安排了這
樣的「旅遊氣泡」，但以失敗告終。理由是
「旅遊氣泡」開始後不久，兩國的疫情都加重
了，兩國的老百姓都埋怨他們的政府把關不
力，只好再度封關。因此，當香港特區政府宣
布將與新加坡安排兩地「旅遊氣泡」之後，香
港多家傳媒或反對，或潑冷水。反對者中不少
人是希望香港經濟越差越好，經濟越差，反政
府的力量才會加強。而且，傳統的香港反中分

子基本上也反新加坡，這些人對新加坡沒有好
感，自然也反對與新加坡建立航空「旅遊氣
泡」。
至今為止，可以說全世界仍未有成功的「旅

遊氣泡」例子，好些國家在談判中。但是，在
準備不夠，而且雙方疫情仍未受控的情況之下
搞「旅遊氣泡」是危險的。目前，也有一些國
家單方面地允許另一個國家的居民免隔離而進
入自己的國家，希望這麼做能對自己國家的旅
遊業有所幫助。可是，效果並不理想，理由是
單方面的放行，甲國的居民可以免隔離進入乙
國。但是，他們回到甲國時也得隔離14天才
恢復自由，非常不方便，相信只有重要公務、
商務在身的人才會這麼做。
香港與新加坡在疫情控制方面都算是做得相

當不錯。目前，兩地的本地社區確診者很少，
多數個案是外地輸入，新加坡在過去曾經有多
達5萬多人確診，那是因為數十萬居住在宿舍

的外地勞工迅速相互感染所
致。幸好，新加坡政府雷厲風
行地進行強制隔離，不讓外地勞工的疫情傳到
社區。而且，因為外地勞工全是20多歲的年
輕人，確診死亡率極低，至今為止，新加坡有
5萬7千人確診，死亡人數僅28人，目前依然
留醫者不足百人。因此，香港與新加坡相互安
排「旅遊氣泡」應該是安全的。

不過，再安全也應該做檢測。但是，檢測費
用不便宜，有傳聞每次檢測要2,000元，一次
旅遊，可能要做4次檢測，8,000元的檢測費
比機票加酒店的費用還高，不是一般人負擔得
起的。因此，要成功地推行「旅遊氣泡」一定
得想辦法降低檢測的費用，或者由兩地的政府
加入支持贊助。

香港與新加坡「旅遊氣泡」是一個只許成
功、不許失敗的開始，一旦成功，將來就是安
排與內地14億人進行「旅遊氣泡」。

星港「旅遊氣泡」需降低檢測費用
曾淵滄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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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記錄軍事飛行器動態的推特賬號「飛
機守望」10月25日上傳一張圖片顯示，2架
美軍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朝台灣東南
海域方向飛行，並由空中加油機KC-135補給
油料。「飛機守望」在推特（Twitter）上指
出：美國空軍兩架B-1B轟炸機從關島安德森
空軍基地出發前往南中國海。這是美軍對中
國大陸實施軍事震懾行動的一部分，美軍
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三番五次親臨台
灣周邊空域就是要炫耀其強大的防區外打擊
能力。
這兩架戰略轟炸機從安德森空軍基地起

飛，經過一次空中加油，直接飛抵中國周邊
海域，展示其不間斷遠程打擊能力。按照美
國空軍的實際部署指引，關島安德森基地作
為戰略轟炸機的中繼基地，主要承擔對亞太
地區軍事目標的全覆蓋，印度洋和中東區域
的軍事目標則由位於印度洋上的中繼基地迪
戈加西亞來承擔。同時，為了強化在亞太地
區的練兵備戰，美軍會定期把「三駕馬車」
的B-52、B-1B、B-2A等戰略轟炸機從本土
基地輪番派遣到關島駐紮。這次抵近威懾的

B-1B「槍騎兵」就是近期完成接替老舊的
B-52戰略轟炸機的任務，之前頻繁挑釁中國
南海、東海和朝鮮半島的就是B-52戰略轟炸
機。一般而言，美軍空軍軍事基地包括三大
類，本土基地、中繼基地和前線基地，但作
為「三駕馬車」的戰略轟炸機一般不需要前
線基地，通常是從中繼基地經過空中加油直
飛軍事目標區域。
B-1B戰略轟炸機既可以高空超音速飛行，

又可以低空亞音速飛行，並配備了APQ-164
火控雷達和電子掃描式的固定相位陣列天線，
這種雷達有一種工作模式，可以在各種地形條
件下進行反覆、高速掃描，具有精確的地形跟
蹤功能。作為一款戰略轟炸機，B-1B有三個
縱列的彈倉，每個彈倉都安裝了一套常規武器
掛架，可以掛載大量常規炸彈。

同時，為了增強B-1B轟炸機使用常規武器
的攻擊能力，美軍還完成了一系列常規武器彈
藥更新計劃，經過改裝後，B-1B可以裝載
BGU-31聯合制導攻擊武器，大大提高了精確
命中目標的攻擊能力。經過不斷的發展，
B-1B轟炸機已經不僅僅是一款戰略轟炸機，

它的用途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可以承擔偵察、
探測、攻擊等多方面的任務，從偵察系統到攻
擊武器，所有戰鬥裝載系統的能力也得到了全
面提高。
儘管B-1B轟炸機經過現代化改裝後也作了

隱身處理，但與B-2A「幽靈」不可同日而
語，加之由於B-1B轟炸機採用了複雜的變後
掠翼技術，故障率高，素有「機庫女王」的綽
號。因此，美軍把這樣一款轟炸機派到中國周
邊也是無奈之舉，畢竟B-52戰略轟炸機不堪
重用，B-2A隱身轟炸機數量少，載彈量少，
又太嬌貴，美軍最新型的B-21轟炸機還在研
製中，完全指望不上，目前也只有「老當益
壯」的B-1B轟炸機可用。

但這款戰略轟炸機對付小國弱國還行，但要
想對付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軍事強國則顯得力
不從心。尤其是解放軍海基區域防空能力的不
斷提高，將戰略前沿前推到了西太平洋區域，
這就會讓B-1B轟炸機的防禦外打擊能力受
限。相信解放軍有足夠的手段制止美軍在中國
周邊胡作非為，一旦衝突升級，B-1B轟炸機
也只能有來無回。

美軍機飛臨台灣意欲何為？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