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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今年2月初為求達到一己政治目的發動

醫護人員罷工，約7,000名醫管局員工跟隨，令

公立醫院運作受嚴重影響，市民大眾均要求醫管

局嚴肅跟進。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及行政總裁高拔

陞昨日向員工發信，表示醫管局大會經詳細討論

和考慮，決定只向經核實曾於2月3日至7日期間

「缺勤」的員工，收回已支付的相關工資，並不

會就此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對醫管局的決定表示失望，認為

只扣工資不再追究，對其他堅守專業的醫護人員

和受影響病人不公，要求醫管局公布罷工員工名

單，並予以譴責及嚴懲。

不作其他跟進 葛珮帆表失望：應懲處非縱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學苑》炒作12逃犯 美化「獨」人宣暴
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

社會已漸漸恢復寧靜，惟
有些人賊心不死，想讓黑
暴活動死灰復燃，以極具
煽動性的文字誤導大眾。
過去多次公然播「獨」的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近日出版新一
期刊物，其中多篇文章以顛倒是非黑白的
角度誤導讀者，包括漠視真相為「12逃
犯」開脫，更以所謂「手足家書」美化暴
徒抹黑警察，用糖衣包裝鼓吹暴力「抗
爭」。該刊的評論更大篇幅引用「獨人」
梁天琦的專訪，放大其「鼓動反抗力量」
「武器」「煽動一股民粹出來」等煽暴的
語句，暗中播「獨」。
近日出版的《學苑》以「流離」為主
題，當中多篇文章充斥煽動性的基調。

其中「苑論」部分，是以所謂「政治娛
樂化」粉飾實則播「獨」宣暴，其中
「政治娛樂化能保持抗爭陣營的信息主
導權，對抗逐漸赤化的傳統媒體對信息
的箝制。」「與政治娛樂化共生的民
粹」等語句，顯現出其透過各種社交媒
體將政治包裝上娛樂的外衣，意圖實現
其狼子野心。
該文章並引用因暴動入獄的「獨人」梁
天琦的專訪，放大其「鼓動反抗力量」
「武器」「煽動一股民粹出來」等煽動暴
力的語句，以極強的暗示性，暗中宣揚暴
力及「獨」訊息。

迴避12逃犯違法事實
該刊又以顛倒黑白的偏頗角度炒作

「12逃犯」事件，只集中列出攬炒派黃

之鋒及一眾「黃媒」《立場新聞》《蘋
果日報》等論調，以政府處理手法「有
蹊蹺」等含糊其詞的說法意圖扭曲事件
真相，卻不提「12逃犯」違法意圖逃避
法律責任的無賴行徑。該刊並設有所謂
「手足家書」環節，鼓動讀者寫信給黑
暴囚犯，意圖美化鋃鐺入獄的暴徒，同
時執意煽動仇警。
《學苑》更在「新聞」一章，以污衊式
手法講述多宗與港大相關新聞，如炒作清
華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者獲委任
港大副校長事件，大量引用「黃媒」《立
場新聞》《蘋果日報》的內容，無視事實
真相，及校方與當事人的澄清進行政治抹
黑及煽動校內敵對仇恨。
該刊的「校方下令強拆連儂牆」一篇，
無視該牆公然違反香港國安法涉及大量涉

「獨」文宣，又扭曲該區域使用期限已到
必須歸還的事實，只意圖將責任推卸給校
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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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在信中表示，醫護罷工後收到數
千宗就事件的意見反映、求助和投

訴，局方已作出適當跟進及回覆。據悉，
有專業監管機構亦收到相關投訴個案。局
方10月9日向涉事員工發信，確認其缺勤
日期及了解缺勤原因，至今收到逾7,000名
員工回覆，現正覆核員工值勤記錄以確定
其缺勤日期。
范鴻齡形容，是次缺勤事件損害公眾對
公共醫療的信心。醫管局大會在考慮法律
意見、《僱傭條例》、人力資源政策、僱
傭合約及員工士氣等因素後，決定收回涉
事員工的相關工資，並形容這是「合情、
合理、合法及公平的處理」，希望可藉此
釋除員工疑慮，專心應對冬季服務高峰期
及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

發起醫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晚
上在fb發帖，聲稱醫管局在第四波疫情下
「清算」罷工醫護，「證明政府以『政治
獻媚』凌駕抗疫。」該會要求醫管局「必
須承認」工會地位，「勿再矮化合法工會
所發起合情、合理、合法之罷工。」「我
們嚴正要求醫管局與本會公開談判，正視
工會地位以及同事罷工權。……罷工爭取
五大訴求，我們無怨無悔。」

醫界：醫局決定不負責任
醫護誠信同行發言人林哲玄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社會絕不認同醫護罷工
的行為，他批評該批醫護人士擅離職守，
變相是在沒有充分安排的情況下拋棄病
人，病人的病情或因此惡化，有違醫學倫

理，沒法接受。
他續說，醫管局作為全港唯一一個公營
醫療系統的管理者，必須向全港市民負
責，而不是只照顧醫護人員的訴求。他直
言，醫管局今次的決定是不負責任、是縱
容罷工醫護任性，「好令人擔心，班罷工
醫護見到咁樣都冇事，下一次又會照辦煮
碗。」
葛珮帆對醫管局的決定表示非常失

望，批評罷工行動涉及逾7,000名醫管局
醫護在本港疫情期間，以政治凌駕專
業，以市民生命要挾政府，是專業失德
及罔顧病人生命安危的行為，亦導致市
民對醫管局失去信心，問題非常嚴重，
認為罷工的員工應受懲處而非姑息縱
容，單單扣人工而不作追究，對堅守專

業的醫護、受影響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庭
是非常不公。
她建議醫管局應該譴責及嚴懲罷工員工，

公開罷工醫護名單，並提出措施保證同類事
件不會再發生，重建市民對醫管局服務的信
心。
不少巿民在fb留言，對醫管局的決定表示

不滿。「Kwong Man」認為，醫管局應訂
立罷工醫護未來三年不可調整薪酬的規定，
及為盡忠堅守崗位醫護各自動加一個增薪
點。「Kwan Ming Fung」認為醫管局在扣
薪的同時，還應向黑醫護發警告信。「Eva
Wu」直指醫管局的處理方式「太便宜黑醫
護」，因為「無開工無工資只是正常處
理」，並質疑醫管局明顯採取了息事寧人的
處理手法。

香港文匯報訊 中文大
學畢業禮當日，有身穿畢業
袍、自稱「應屆畢業生」在
校園遊行播「獨」。行政會
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昨日慨嘆，「今天香港的大
學生是我們明天的棟樑。看
着今天的大學生，你能對香
港的前途感到樂觀嗎？」
湯家驊在 fb發文表示，

自幾年前開始，大學畢業禮
成為了大學生公開宣示政治
立場的場合。「上星期，中
大更有逾百名聲稱是畢業生
的同學公然展示『獨立』是
『唯一出路』等宣揚『港
獨』的口號，據聞行動更得
到到場參與畢業禮的家長拍
手支持，令人側目。」
他指出，「爭取民主」

與「爭取『港獨』是有分
別的」，「爭取民主一般
是指在現有政治制度下透
過選舉增強個人參與管治
的權力；爭取獨立卻是顛
覆現有政治制度，要求從
零開始的政治行動。無論
爭取民主也好，爭取獨立
也好，犯法便是犯法。」
湯家驊引用已故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的一句話：「世
上沒有政治謀殺，沒有政治
汽油彈，沒有政治暴力；只
有刑事謀殺，刑事汽油彈，
刑事政治暴力。」「大學生
以一己前途作政治豪賭，願
意為一時喊口號之快而賠上
終生幸福，更可能得到父母
讚許，旁人也無話可說。」

港校排名跌 令人唏噓
他直言，曾幾何時，大學

生是一種尊稱。但今天香港
的大學，無論在聲譽或社會
接受程度均不斷直線下滑，
「根據英國《泰晤士高等教
育》（THE）最新公布大學
排名，香港大學跌出頭五十
名，較去年下跌七級，我們

其他大學更徘徊於一百名內外之位置，
相比內地的清華、北大分別升至第十三
位和第十六位，實是令人唏噓不已。」
湯家驊指出，在同一調查中，全球大

學畢業生就業能力排名更令人憂心忡
忡。本港排名最高的科技大學大跌十六
級，排名廿六，而港大則由去年的第三
十五位跌至今年的第四十八位。「有人
說有什麼教師便有什麼學生，但反過來
說，有什麼學生便有什麼學府。今天香
港的大學生是我們明天的棟樑。看着今
天的大學生，你能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樂
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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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份
醫護罷工意圖
逼政府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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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以
糖衣炮彈作包
裝，實則暗中
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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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 92宗新冠確診個案，
是第四波疫情以來單日新高，養和醫
院更出現小型爆發，情況令人憂慮。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建議香港，當
務之急是要做全民檢測。本港社區傳
播源急增，醫院系統淪陷警號已經響
起。目前本港醫院高度戒備、進行院
內強檢追蹤，政府亦增開檢測中心，
加強自檢，這些都是應對疫情的必要
之舉，但落實全民強制檢測是控疫最
徹底手段，不能再拖。推行全民強制
檢測有何困難、需要各界如何幫手，
政府應講清楚、早部署，盡快實施全
民強檢、達至「清零」目標。

昨日新增89宗本地個案中，17宗個
案源頭不明，養和醫院、屯門醫院、
瑪嘉烈醫院等皆現初步確診個案。衞
生防護中心估計，養和醫院可能出現
小型爆發；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
指，近日每日有幾十宗確診，7、8 月
時社區疫情包圍醫院的情況再次出
現，擔心為醫院帶來好大壓力。呼吸
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現時疫情已
如森林大火，要短期內控制疫情，才
能阻止醫院內有大型爆發。

面對疫情惡化、醫療系統淪陷的危
機，醫院立即採取強制檢測等措施，
如養和醫院未來 3 日將為全院 3,200 員
工進行病毒抗原快速測試，並進一步
收緊訪客安排、登記訪客每3天要進行
病毒抗原測試等。今年8月初明愛醫院

出現院內爆發，亦是通過強檢及連夜
追蹤密切接觸者而控住疫情。

本港醫院爭分奪秒追蹤密切接觸
者、實施院內全民檢測的控疫做法，
與內地成功控疫做法一致，不同的
是，內地在疫情出現後第一時間實施
的，是全民強制檢測、強制追蹤、強
制隔離。面對本港本土個案急增，政
府宣布新增5間社區檢測中心、今天至
下周一陸續投入服務，現有4間社區檢
測中心仍繼續提供服務；除了醫管局
轄下的47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每日派
發超過1.2萬個樣本包外，今天起會於
全港121間郵政局增設測試新冠病毒的
樣本收集包派發點。

但正如鍾南山院士所言，現在香港
當務之急是要做全民檢測，認為全民
檢測能夠將感染者和健康市民分開，
及時切斷傳播鏈。內地成功抗疫的經
驗證明，採取強制檢測、強制隔離、
強制追蹤，全面落實「早發現、早隔
離 、 早 治 療 」 策 略 ， 可 有 效 「 清
零」。

政府要痛下決心落實全民強檢，建
制派政黨社團近日紛紛表示，願意幫
手做義工，協助政府做好全民強檢。
政府應傾聽民意，就實施全民強檢的
顧慮和困難向社會如實說清，尋求各
界幫手的良策，合力推動實施全民強
檢，及早控制疫情，保障市民健康安
全。

醫院爆疫響警號 全民強檢更迫切
通識科改革，提出要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國民

身份認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學生在多角度
思考問題時，需要從國民身份出發，兩者並無衝
突。引導學生尊重國家憲制秩序、增強法治意識、
防止偏頗教材誤導學生，本來就是教育的應有之
義，符合普世的教育宗旨。為學生提供內地考察機
會，讓學生了解國家發展，有利學生開創美好前
途，更不存在任何爭議。個別利用教育專業作包裝
的政治組織，污名化通識科改革，以政治凌駕教
育，妄圖繼續騎劫通識科，摧毀香港的下一代，侮
辱教育專業。

長期以來，本港教育系統缺乏全面客觀的國民
教育，反而充斥扭曲失實的通識科教材，刻意抹
黑內地的政治、司法體制，導致不少本港學生對
內地產生負面觀感，甚至牴觸的情緒。此次通識
科改革提出要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
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憲法、基本法和法治；引
入課本送審及適用書目表，避免使用不恰當例子
作討論，有關舉措彌補了通識教育的缺失，有助
教育回歸專業。

即使歐美等所謂民主國家，早已推行培育愛國情
懷、奉公守法等價值觀的國民教育、公民教育；任
何正常的國家、城市，都不允許使用偏頗誇張的教
材、聘請違反師德的教師對學生洗腦，不允許在課
堂上鼓吹分裂國家、煽動學生以違法暴力表達訴
求。經過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等重創本港法治
穩定的事件，通識科改革更顯勢在必行。

通識新課程增設內地考察，有利於拓寬學生眼
界，更好認識國家國情。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教
育引導本港青年認識國家和融入國家發展理所應
當，現時中學課程亦希望學生最少回內地考察一

次。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學生應拓展視野，培養明
辨慎思能力，理性分析世界變化，既要放眼世界，
更應了解自己的國家，才能充分認識香港「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在未來發展中找準定
位。

更何況，國家發展如火如荼，國際影響力與日俱
增，世界各國各地的企業、人才已積極進軍內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毫無疑問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
趨，香港青年學生更應主動了解國家，增強對國家
民族向心力，擁抱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發展的巨大
機遇。

通識科改革回歸教育初心，符合學生和香港整
體利益。高度政治化的教協卻急不及待跳出來指手
畫腳，對通識科改革強加「謀殺通識科」、國教科
「借屍還魂」等罪名，詆譭教育局「摧毀業界10多
年建立專業的通識教育」；形容學生內地考察團
「勞民傷財」。事實上，通識教育荒腔走板，學生
遭「港獨」暴力歪理洗腦而誤入歧途，教協正是罪
魁禍首。

修例風波催生無日無之的黑暴惡行，教協從未譴
責暴徒、與暴力割席；不論是煽暴煽仇的失德教
師、還是鼓吹「港獨」的教材，教協都包庇到底，
拋出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作為「保護傘」，多名被
揭發惡毒詛咒警員的教師都是教協成員；有小學教
師因「播獨」被「釘牌」，有關教案被曝光，證明
「釘牌」教師違規證據確鑿，但教協堅稱「釘牌」
不合理，會協助涉事教師上訴。

教協不譴責「港獨」、黑暴，反而譴責通識科改
革，明顯是私利先行、政治掛帥，為反中亂港不惜
玷污教育專業、犧牲香港下一代，學生、家長、廣
大市民必須看清教協的險惡居心。

通識改革勢在必行 遏止政治凌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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