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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國情叢書涉「假資料」教界批「毒果」不符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教育局早前向全港中小學送贈今
年新出版的《我的家在中國》叢
書，《蘋果日報》聯同自稱「歷
史學者」的文憑試歷史科「冷血
試題」始作俑者楊穎宇，連日來
不斷抹黑。最新「偉論」是引述
楊穎宇「經過考證」，宣稱叢書
所述「1990 年北京學生出席於
『荷蘭諾維克』舉辦的國際兒童
活動」是所謂「假資料」，「理
據」包括「找不到『諾維克』此
地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報告
無記錄活動」云云。香港文匯報
翻查資料發現，國際兒童組織
Peace Child International 主辦、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贊助，
1990 年 曾 於 荷 蘭 諾 德 韋 克
（Noordwijk）舉辦有53個國家參
與的活動，中國有派小使者參
與。有教育界人士表示，譯名有
差異本身不足為奇，單憑片面之
辭便咬定所謂「載有假資料」，
不符專業。

誣衊叢書向學生「洗腦」
《蘋果日報》及楊穎宇為求抹
黑《我的家在中國》叢書無所不
用其極，繼早前曾宣稱取得叢書
的「2016年簡體版」，稱當中描

述澳門被葡萄牙「擄走」是「用
字情緒化」，又稱書本「扭曲高
鐵超支」，誣衊叢書是要向學生
「洗腦灌輸」。
香港文匯報當時揭發，所謂「高

鐵超支」一說於今年新出版的《我
的家在中國》叢書根本不存在，澳
門被「擄去」更是出自聞一多的
詩，如今卻被攬炒分子批鬥。教
育局當時澄清表示，該叢書「鐵
路」一冊並無有關「菜園村」的
表述，對個別媒體藉教育局送贈
圖書企圖炒作，表示難以理解。
詎料，《蘋果》近日「再獻新
猷」，針對叢書提到「1990年北
京中學生梁帆應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邀請，參加在荷蘭諾維克舉行
的『世界兒童為未來』活動」的
一則故事，引述楊穎宇聲稱他
「經考證」後「找不到『諾維
克』此地名」、又稱「找來1990
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報告，巨細
無遺羅列當年活動，但也找不到
有在『荷蘭諾維克』舉辦」，更
一口咬定叢書「載有假資料」。
針對以上質疑，香港文匯報記

者翻查資料，首先確認荷蘭存在
Noordwijk此地，中文譯名眾多，
包括「諾德韋克」「諾德外克」
等。另一關鍵在於，本報記者在

國際兒童組織Peace Child Inter-
national網站的舊日機構通訊中，
發現其中一則提及會方於1990年
曾舉辦一項「Noordwijk meet-
ing」，該活動獲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共同贊助，有53個國家應邀參
與，通訊並確認「PRC」（中華
人民共和國）會安排小使者代表
出席有關活動。

何漢權批一面之詞證據薄弱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即使撇開本報取
得的通訊資料，單憑《蘋果日報》及
楊穎宇所謂的「找不到『諾維克』此地
名」及「個人考證」兩點，本身就非常
薄弱，「中文譯名這回事眾所周知，
台灣一套、新加坡一套……一個地
方譯名隨時千個百個，單憑這點大
做文章，並非求真求實的做法。」
他認為，若有人真的希望指控

叢書「有假資料」，就應當提出
更確切詳細的佐證支持，而非只
憑一人的片面之辭便大肆抹黑。
香港文匯報昨日就事件查詢教

育局，發言人重申，該叢書是有
關國史、文化及國情的有質素的
讀物，適合作為校內推廣中國歷
史和中華文化教育的課外讀物和
教學輔助材料。

●國際兒童組織Peace Child International網站的舊日
機構通訊中，其中一則提及會方於1990年曾舉辦一項
「Noordwijk meeting」（色地示），活動獲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共同贊助，有53個國家應邀參與。通訊並確認
「PRC」（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安排小使者代表出席活動。

網上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 團體「愛
港聯盟」成員昨日到香港電
台門外抗議，要求港台管理
層革除英文台記者唐若韞職
務。
聯盟批評，唐若韞身為公

務員，利用港台節目《脈
搏》製作所謂的《新疆再教
育營》反華造謠的節目，有
目的地涉抹黑新疆人權，明
目張膽地向西方主子獻媚，
製造國際事端，煽動新疆民
族間仇恨，損害國家安全。
他們要求港台將唐若韞革
職，以儆效尤。

團體抗議港台節目抹黑新疆人權

●團體「愛
港聯盟」昨
日到港台門
外抗議，要
求港台管理
層革除英文
台記者唐若
韞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教育
局日前接納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方
案，原高中通識科將改名為「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委員會
主席劉智鵬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形容，
新科目不但壓縮了課程內容及課時，科
目理念和考評亦有改變，「相信將來會
好唔同」，或有助外界「放低」昔日對
通識科的質疑。
劉智鵬表示，根據早前的諮詢結果，
加上課程中滲及不少發展元素，最終落
實新科目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隨着新科目課程內容減少，科目理念與
考評大幅轉變，他相信未來或有助外界
「放低」昔日對通識科的質疑。
被問及「公社科」中部分內容跟昔日

的諮詢文件有差異，包括課程主題「改
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下的「綜合國力的
提升」，刪減了「法治」、「社會治
理」和「基礎建設」等內容。劉智鵬表
示，這主要是基於課時考慮，有關內容
因涉及國策和較高層次思考，教師要花
很多時間教學。對比之下，「經濟」
「文化」「體育」等學習重點較易理
解，因此作出了取捨。

新科目不會迫學生按考評答題
至於「公社科」評核不設延伸回應

題，他解釋，過去通識科的知識豐富程
度遠遠超過一個高中學科可應付的範
疇，每單元分到的課時相當有限，要讓
學生在此情況下提出論述「有啲不切實
際」，故不會迫學生按考評方式答題。
就有教師擔憂，新科目於今年9月起
實施會「太趕」，劉智鵬表示，他理解
教師的擔憂，但強調這並非全新科目，
又以「過往跑100公里，現在只要跑50
公里」來形容是次改革，表示大部分課
程改動均是在原有課程上縮減、濃縮，
相信教師有能力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據
稱為英華女校教師的蘇瑋善，前日
被區域法院裁定非法集結及非法禁
錮罪名成立，教育局昨日在回覆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指，會在包括上訴
在內的所有法律程序完結後根據法
庭文件和所掌握的資料，依據《教
育條例》檢視其教師註冊資格，情
況嚴重者，局方有可能取消其教師
註冊。
前年7月7日尖沙咀遊行後，大批
黑衣口罩黨轉移到旺角區非法佔據
道路。一名女商人在旺角街頭被指
拍攝口罩黨，被人重重包圍不准離

開。其間，有人箍其頸及觸碰其胸
部，更威脅她交出手機並刪除片
段，令她四肢等處受傷。事後，兩
男一女被捕，其中一人為中學教師
蘇瑋善。案件前日（1日）在區域法
院判決，三人所有罪名成立。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教育局十分重視教
師的專業操守，涉及教師違法的個
案，局方會在所有法律程序（包括
上訴）完結後，根據法庭文件和所
掌握的資料，依據《教育條例》檢
視其教師註冊資格，情況嚴重者有
可能取消其教師註冊。

「黃師」非法禁錮罪成 教局：嚴重者或「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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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鵬表示，高中通識科將改名為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壓縮了課程內容及
課時等，或有助外界「放低」昔日對通識
科的質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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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會原候任內閣「朔夜」透過參選
宣言及政綱公然散播違法「港獨」及失

實言論，中大其後發出嚴正聲明，批評該會
違背大學宗旨及令大學聲譽受損，並因應
「朔夜」經勸喻及提醒後並未澄清涉嫌違法
及失實的言論，於2月25日宣布決定暫停為
其提供行政與大學場地支援、暫停代收會
費、暫停該會相關學生在校內不同委員會的
職務，並要求該會註冊為獨立社團或公司。

老作被恐嚇 疑自演鬧辭
面對有關的「制裁」措施，「朔夜」表面
上立刻「跪低」撤回宣言及政綱，但其後就
在3月初的記者會上演一場請辭戲碼，左一
句「校方政治打壓」，右一句「親友面對死
亡恐嚇」，全體成員高調請辭。當記者要求
他們公開與校方會面記錄在內等關鍵資訊
時，有關人等無法提供，當時已有人質疑這
不過是場「自編自導自演」的辭職鬧劇。
前日，中大學生報引述第五十屆中大學生
會代表會周三（3月31日）開會，一方面通
過「朔夜」之辭職申請，同時卻又委任5名
「朔夜」成員為臨時行政委員會成員，任期
直至今年5月31日。

一瞬間從「朔夜」成員「化身」臨委會主席
的馬活言即對外宣稱他們5人「與『朔夜』毫
無關係」，「學生會會室是屬於每一名中大同
學，任何人都能夠進入會室」云云。至此，
「朔夜」人等昔日的請辭目的已是明顯不過，
而當初對外宣稱「幹事成員因不斷收到滋擾
電話，更有涉及親友的死亡恐嚇，只得被迫請
辭」的對白和口號則早已消失無蹤。
針對「朔夜」意圖「鑽漏洞」避過「制
裁」，中大校方表示前日（1日）向中大學生
會代表會及臨政發出信件，重申2月25日聲
明中所列出對中大學生會及前幹事會成員的
各項決定仍然有效，包括要求該會即日起計3
個月內啟動將學生會註冊為社團或公司的程
序，並提交申請文件；暫停學生會幹事會，
包括現時由前幹事會成員組成的臨政在校內
不同委員會的職務；同時暫停提供的大學場
地支援等五項措施。信中並強調，校方會與
該會保持溝通，商討各項事務處理方式及跟
進安排。

校友籲保護學生免受荼毒
經此一錘定音，校方可謂正式了斷「朔

夜」人等的癡心妄想。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
前副幹事長、愛國護港團結力量召集人張永
松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有關的
所謂臨時行政委員會中，有5人均為「朔
夜」成員。有鑑於目前並未看到他們有作出
任何公開聲明表明跟昔日「港獨」主張劃清
界線，令人質疑他們只不過是要「借屍還
魂」，利用另一種形式「重掌學生會」。
他續說，隨着港區國安法的落實，以往明
目張膽的播「獨」行為已偃旗息鼓，但不排
除有部分「港獨」分子仍會另闢蹊徑暗中播
「獨」，故他支持中大採取適當的行動跟進
事件，並呼籲教育界務必做好應對工作，保
護學生免受荼毒。

早在候選期間已多次抹黑校方、特

區政府及國家，更公然散播涉「獨」

煽暴言論的中大學生會「獨莊」「朔

夜」，於上月一度搬出「校方政治打

壓」「親友面對死亡恐嚇」云云藉口

高調請辭。事隔僅短短一個月，「朔

夜」多名成員突然「克服死亡恐

嚇」，更以代表會委任名義「借屍還

魂」，化身臨時行政委員會成員，企

圖借此擺脫校方於2月25日聲明中針

對「朔夜」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就此，中大日前重申，2月25日聲明

中所列出對「朔夜」成員的各項決定

仍然有效。有中大校友狠批「朔夜」

一干人等「港獨」本質一日不變，

「改名換姓」也是枉然，並支持大學

採取適當行動處理事件。

扮慘請辭後借屍還魂 校方重申對「獨」生制裁不變

中大朔夜換殼
5臨政圖續播獨播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不到會章規定的三分之
二的成員同意，就通過委任前「獨莊」「朔

夜」成員為臨政的決定。
中大校園電台fb截圖

●「獨莊」「朔夜」高調支持「港獨」暴徒，圖為前年中
大暴動現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