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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展覽，香港文匯報記者
到場視察，發現主辦單位口稱展覽是「客
觀敘述」，要給新生
「建立史觀」
，但實情是

顛倒是非，極盡偏頗之能事，意圖藉扭曲資訊向新生洗腦，包括無視暴徒借佔校
癱瘓交通的背景，將事件歪曲為
「中大保衛戰」
，並刻意放大警方使用武力，對暴徒瘋

狂縱火破壞、在大學積存近4,000枚汽油彈等惡行隻字不提。同時，展板中多處涉播
「獨」口號被遮去，但仍有部分內容疑似帶
「暗獨」
訊息。中大昨日發聲明，對展覽舉
辦者就事件作出偏頗描述表示極度遺憾，並譴責有人在校園多處噴漆塗鴉及亂掛橫
額，同時已即時移除並會按既定紀律程序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上午11時抵達中大，循訪客程序登記並入校，於校巴站附近已見有人擅自將展
覽宣傳海報及部分相片懸掛張貼，涉違反大學守則。記者其後前往展覽地點文化廣場，現場所見除傳

媒外，實際參觀者只有寥寥數人，場面相當冷清。
根據所謂的
「主辦單位聲明」
稱，是次展覽圖片為
「新聞照片」
、所有圖文
「僅旨在客觀敘述中大衝突歷史事件」。
惟據記者所見，主辦方於選取圖片和撰寫文字時明顯落足
「心機」
，如刻意選用一張中大校巴被寫上
「光復」
二
字的相片；有相片顯示了
「香港人抗爭」
口號；有相片拍到黑衣人與警方對峙，文字描述卻是
「抗爭者
以傘自衛」。

避談燃彈庫 崇暴當客觀

展覽首部分以時序講述去年黑暴「佔領」中大事件，第二部分則是所謂「被捕同學心
聲」。前者講述去年11月13日，警方協助大批內地生撤離校園一事，僅以一句「由於交通
持續癱瘓」輕輕帶過，隻字不提當日內地生備受黑暴威脅，人身安全受嚴重威脅的情況。
在總結部分，展覽仔細羅列了當日警方使用多少武器彈藥，絕口不提暴徒連日瘋狂縱火亂
擲汽油彈，多日後仍被搜出近4,000枚的事實，絕非主辦單位宣稱的「客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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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捧
「獨」
偶像 暗中煽分裂

展覽的第二部分更加離譜：開首就引用旺角暴動案主犯梁天琦的語句，其後的「被
捕同學心聲」，處處美化、煽動暴力以至暗藏分裂訊息，例如提及所謂「光復香
港」「懇請大家不要放棄，在日常生活中繼續『親自出力』抗爭」，更有人意有所
指地呼籲要向「維吾爾族、西藏人、蒙古人學習」。
在其中一段「心聲」，中文版描寫人生應該為「_ _ _ _」而活，英文翻譯則有
黑色封條遮擋有關內容，以上文下理推論這正是鼓吹違法「港獨」訊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發現，展覽多處都有類似黑色封條，或是有相片明顯經過特
效處理，如隱去了暴徒手持黑旗上的
「光時」
口號等。學生會臨委會主席區倬僖昨
稱，校方十分關注展覽有否敏感違法內容，因此作出上述
「讓步」
，遮去部分有問
題字句。被問到舉辦是次展覽目的，他聲言是要引起公眾關注，更是要向新生灌
輸「歷史」，「讓新生了解『這段歷史』……也是有『紀錄』和『傳承』作用，
希望在官方途徑以外，有其他方式去留存『歷史』，確立『史觀』」。
中大昨日再次就展覽發聲明，重申去年11月的事件源於有人向公路及鐵路投擲
雜物，導致交通癱瘓，校園後來更被蒙面人大規模破壞，強烈譴責此等危害人
命、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於展覽舉辦者將事件作出偏頗的描述，大學表示極度遺
憾。校方並表明，一旦出現不合規的行為和活動，大學有責任亦有權利禁止，以保
障大學及全體成員的福祉，假如執法人員按法例需要進入校園調查和採取行動，大
學亦有責任配合。

Lunch仔被自己友窒
鬧人
「臭雞」
又報警
「Lunch 仔」李國永趁中文大學聯書院學生會舉辦所謂的
「歷史回顧」展覽，於昨日傍晚意圖闖入中大校園搞所謂「和
你睇」。其間，他被中大學生質問時，竟反罵對方是「臭
雞」。
有傳媒報道，「Lunch 仔」昨日到中大時被校園保安認出，並
阻止其進入。其間，有兩名疑為「黃絲」的中大學生上前激動地
要求「Lunch 仔」離開：「點解你仲有面嚟呢度？」「點解要同
周梓樂祭壇自拍？」「Lunch 仔」即反罵兩人是「臭雞」，更指
稱兩學生也是「保安一分子」，最後有關的中大學生離開。
「Lunch 仔」其後更打 999 報警 ，聲稱自己被中大保安「非
法禁錮」，要求警方到場。警方到場後，向「Lunch 仔」解釋
校方有權禁止校外人進入校園範圍，「Lunch 仔」表示「清
楚」後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九龍塘
宣道小學前教師因製作教案向學生播
「獨」涉嚴重失德，最終被教育局「釘
牌」，而於上課時使用「獨」教案的數名
該校老師，及負責監督把關的學校正副校
長亦被發譴責或警告信。
在昨日立法會會議上，教協議員葉建源
盲目護短，意圖幫疏忽職守、知情不報的
老師及管理層開脫，更以「連坐」或「株
連」等錯誤字眼抹黑教育局及挑動矛盾。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反駁指，涉事老師及校
長無視問題教材，本身已是專業失職，受
到處分是為其「不出聲」負責，並狠批葉
將之形容為「連坐」或「株連」是嚴重誤
導。

楊潤雄駁斥惡意誤導言辭
楊潤雄昨在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環節時
駁斥葉建源的污衊，並嚴正澄清涉事的校
長、副校長和其他老師須各自承擔應負的

責任，使用「連坐」或「株連」等字眼是
嚴重誤導的言辭。

管理層有責任監管教師操守
他強調，學校管理層有責任監管教師行
為操守及校本課程，確保符合課程指引，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但在是
次個案，學校管理層並未有效監管校本課
程內容，容讓在課堂內散播「港獨」的信
息，因此須承擔其失職的責任。其他任教

馬道立：審國安案只考慮法律證據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網媒《眾新聞》報
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日前出席
國際律師協會網上研討會，在會上指香
港國安法引起新的法律爭議或觀點會對
法院造成
「挑戰」
，但強調法庭審理香港國
安法案件時只會考慮法律及證據，以及
基本法及
《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下對
人權及自由的保障，與處理其他案件的
方式一致。
馬道立表示，認同香港國安法引起新的
法律爭議或會對法院造成
「挑戰」
，但強調



法院處理香港國安法引伸的案件時與處理
其他案件的方式一致，只會考慮雙方法律
陳詞，而香港國安法亦要求法院處理國安
法下的控罪時要尊重人權和符合基本法。
被問及香港國安法草擬方式「模糊」，
馬道立指法院歷年處理過數百甚至上千的
成文法例，字眼可能有不同的解讀，但法
院的工作正是要準確及可行解釋條文的意
思，故處理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做法並無不
同，「我不是說這工作容易，可能有些案
件是非常困難。」

面對主持連番追問香港國安法及示威相
關案件，馬道立多次以問題涉及政見未有
進一步評論，只說自己不同意有評論稱香
港國安法等於
「香港之死」
，或者
「法庭不能
再行使保障人權的職責」
云云。他也沒有回
應
「香港國安法是否偏離基本法」
等爭議問
題，只說如果有案的話，外界可仔細觀察
香港國安法有否破壞還是符合基本法。
就示威與改變的問題，及法治與民主的
關係。馬道立指無法回應前者本身屬政治
的問題，但引述過去法院判詞提及，法院

黃圈冬日血饅節 無限消費「12 逃犯」

正所謂騙徒手法層出
不窮，近日「黃圈」就
有人想借「12逃犯」嚟掠水。facebook專
頁「和你宵」日前發帖，聲稱要舉辦年宵
同冬日美食節，叫「手足」上網買定飛，

■「和你宵」無恥搞「12逃犯」優惠。
容樂其fb截圖

點知佢仲標明「結帳（賬）時輸入優惠碼
『SAVE12HK』即可獲得12% off早鳥優
惠」。
唔少網民睇到都鬧爆班人拎「手足」消
費，「正宗人血饅頭！」
「黃店」為食人血饅頭可以去到幾盡？
此前，「黃店」「煲底海鮮火鍋料理」喺
店整咗幅有修例風波期間嘅死者周梓樂、
陳彥霖，同「爆眼急救員」等畫像嚟做
「打卡牆」；「活色生香」用咗「手足」
最鍾意嘅「香港．加油」雙向字嚟包裝佢
哋售賣嘅避孕套，擺明要「×手足」；
「夠薑媒體」就喺網上預售一副背面印上
「豬嘴黑衣人」嘅麻將嚟「打手足」。
好明顯，「黃絲」使錢係只問立場，不
問是非嘅，咁樣消費「手足」都有唔少人

繼續幫襯，難怪近日再有人走去消費「12
逃犯」嘞。網媒《輔仁媒體》總編容樂其
對有人用「SAVE12HK」做優惠碼覺得
「難以置信」，日前喺fb上載「和你宵」
fb廣告嘅截圖問係咪改圖。「Cathie So」
喺親自 fc 後爆粗：「我專登去睇係咪改
圖，×呀！」「李穎」就慨嘆：「都話人
血新假期有得做。」
有「手足」就話「黃圈」不嬲都用人血
掠水。「Miyuki Pen」仲上載埋其他消費
「12逃犯」嘅「黃店」照片，佢話：「其
實我見好多『黃店』都有『save12』優
惠。」「Kwan Luka」就覺得做法唔顧人
感受：「唔知果（嗰）12港人同家屬點諗
呢？」「Brian James」就答：「出得來見
傳媒既（嘅）都係假家屬……要『黃絲』

教師亦應有專業判斷，若發現教案、教材
和工作紙有問題，就應向管理層提出，以
作出補救。
楊潤雄反問，負責任教的老師，「看到
教材有問題的時候，不出聲算是一個專業
的老師嗎？」他們受處分是為其「不出
聲」負責，這是專業應有的責任與工作態
度，正如他自己作為一個問責官員，會為
教育局內部發生的事負責，這並非「株
連」，也不是「連坐」。

不會考慮被告政治情操多高尚，只會考慮
控罪，以及不論動機多高尚，也不代表可
以使用暴力甚至取一些人的命。他強調，
法庭並不容許在法律爭議上有立場。
馬道立又說，在學術上法治與民主有重
疊之處，但法治的元素不包括民主，只是
兩者有時候一併被提起（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談到香港法制方面，馬道立指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全國人大
常委會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規定了香港
的法制及各機構，「無人話自己不受基本
法約束，所有人都受制於（subject to）基
本法。」

批准既（嘅）才是真家屬。」

甜品畫
「周梓樂遺照」
極涼薄
容樂其之後再貼一張「黃店」甜品照，
見到有人喺甜品旁邊用朱古力畫出墮樓的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嘅遺照，仲寫住
不敢忘周梓樂嘅死忌：「可能有啲人望住
梓樂特別開胃，我就無辦法『和你 sweet
sweet』喇。『黃店』加油，『手joke』靠
你地（哋）。」
「Patrick Chan」就話：「有人血味，
係好味 D（啲）掛（啩）？」「Allen
Ho」揶揄：「食完人血饅頭，梗係要嚟翻
（返）個人血甜品埋尾咁先至夠完整。」
「Natalie Chung」直言：「好涼薄呀！
呢碟野（嘢）。」
利字當頭，食得人血又點會有底線吖，
好似「Moto Liu」咁話：「無限消費係常
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立法會議
員關注本港學校開展國安教育的時間
表，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書面答覆指，將
於本學年內提供課程文件及指引，讓學
校在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基礎上，
按學生的認知能力，在中小學階段透過
各學科及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全方位
推展國家安全教育；局方亦會在現有
「憲
法與基本法」
的獨立單元增加有關國家安
全的內容，讓學校選擇獨立教授。楊潤
雄強調，未來的重點是如何全方位推
動，而非課堂時數。
楊潤雄表示，特區政府會按照香港國
安法通過學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其基
礎是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
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的意識和責任感。教育局已於今年7月3
日向全港學校發出通告，闡明相關法律
的重要內容和要求，簡介課程資源及支
援措施的發展方向，局方會繼續以「多
重進路、互相配合」的方式，透過更新
課程、發展學與教資源，為教師提供培
訓，及推動學生活動及交流。

楊潤雄：配合憲法認知 全方位教國安

包庇失職管理層 葉建源反誣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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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教各理念

楊潤雄指，教育局將於本學年內提供
課程文件及指引，按學生的認知能力，
在中小學階段透過各學科及課堂內外的
學習活動，全方位推展國安教育，例如
在小學階段讓學生建立國家觀念和國家
安全意識；在初中階段向他們闡明個人
與國家關係，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在高
中階段重點理解人民福祉與國家關係
等，從而掌握國家安全所涉及的不同範
疇。
他表示，國安教育並非只限於香港國
安法的條文內容，更應涵蓋國家安全的
重要理念，不同科目正檢視和考慮如何
將涉及國家安全不同範疇的內容自然連
繫至其學科課程的內容。為配合教育需
要，教育局正持續更新學與教資源，本
學年內會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資
源，詳情可瀏覽網頁： www.edb.gov.
hk/tc/Basiclaw。
就公務員事務局於上月向各部門發出
通告，要求所有在今年7月1日或之後加
入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宣誓或作出聲明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對香
港特區政府負責，至於宣誓安排是否適
用於資助學校的教師，政府現正研究有
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