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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如何在學校教育層面推
動國民教育，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對青年
發展至關重要。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
出，在中小學聚焦推進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教
育，並就教師專業操守和發展提出多項新措
施，以進一步提升教育質素。有關建議目標明
確清晰，並顯示出特區政府對國民教育的重視
和承擔，值得肯定及支持。

在過去一段長時間，香港基於歷史背景等因
素，在國民教育上存在缺失，以致部分年輕人
的國家觀念薄弱、缺乏國家安全意識和國民身
份認同，種種弊病在修例風波期間表露無遺。
所謂「大破過後謀大立」，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社會秩序已恢復穩定，如何在香港青少年
中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使年輕一代有愛國
愛港的胸懷、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
作。

施政報告提出在中小學加強與國民教育有關
的學習元素，教育局早前就學校升掛國旗及舉
行升國旗儀式發出指引，明年起中小學逢上學
日、元旦日、七一及國旗日須升掛國旗，並於每
星期舉行一次升國旗儀式，有關指引可讓學校有
所依循。須知道，莊重的升旗儀式包括一系列的
國情教育，包括認識國旗、升旗禮儀、摺旗程序
及奏唱國歌等，參與的學生從尊重國旗開始，從
而進一步認識國家歷史，有助培養下一代的國民
身份認同、價值觀和公民意識。

讓「愛國者治教」落實到位
施政報告提出以加強教師專業操守和培訓為

優先工作，同時要求由下學年度起，公營學校
新聘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測試方獲得聘請，有
關措施可讓新教師對基本法和國安法有更深入

認識，有利日後課堂教學及引
導學生，重建社會對教育界和
老師信心。期望教育局能夠加
強對學校的支援，包括鼓勵學
校舉辦工作坊，加強有關憲
法、基本法、國家安全教育及
教師專業操守的培訓，並提升師生的媒體和資
訊素養，慎防網上虛假資訊帶來的不良影響，
以正本清源。

當然，推動國民教育是一項長遠工作，要實
現「愛國者治教」和「愛國者育人」，政府還
需要深入開展多方面工作，包括支持愛國愛港
團體辦學，並與相關團體持續合作，在教學、
師資培訓、課外活動及與內地青少年交流等項
目上保持緊密往來；政府亦需要推動各學校由
上而下全面落實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確保各
個辦學團體由愛國者領導，整體教師亦必須以
愛國者為主體，讓「愛國者治教」落實到位。

長遠而言，政府要推行由小學至大學的法治
教育，以確立學生的國家憲制概念和法治意
識，當局可邀請兩地的教育界及法律界專家，
共同探討及設計相關課程內容；也建議政府在
中小學積極推廣普通話，讓學生自幼認識中華
文化，了解國家的大局思維。

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言：「個人品格、國民
身份認同的教育必須從小朋友做起」。因此教
育界、政商界、民間團體應密切合作，積極引
導香港年輕人把激情用於正道，增加他們的國
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辦學團體亦要注重青
年人才培養，進一步推動青年認識國家、熱愛
國家，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只有在穩定的
社會環境下，香港才能更專注於經濟民生事
項，讓市民安居樂業，讓青年獲得更廣闊的發
展空間。

北部都會 人心回歸最大工程
今年的施政報告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題，推出「北部都會區」的全新

規劃，表明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當中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更是首次跳出新發展區畫地為牢的舊框框，構建「雙城三圈」以融入國家發

展，同時回應了香港市民就房屋及就業等方面的殷切期盼。未來「北部都會

區」的建設，是人心回歸的最大工程。

劉國勳 立法會議員

過去十多年來，政府視房屋為重中之重的政
策，然而2015年《長遠房屋策略》正式推行，
房屋問題未見改善，更漸趨惡化，間接加深社會
矛盾，因此解決房屋問題迫在眉睫。香港社會
經歷2019年修例風波，落實國安法後社會氣氛
回復穩定，房屋及土地政策應適時改革，以回
應市民的安居訴求。今年7月，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期盼解決令香港人揪心的住房問題，
讓市民告別劏房和籠屋。國慶前夕，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更落區探訪籠屋住戶，直言目睹擠迫的居
住條件心情沉重，強調安居才能樂業，指出住房
問題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民生問題。

住房供應與就業機會皆要安頓
本港當年新市鎮設計以「自給自足、均衡發
展」為目的，市鎮內的工業邨因工業發展式

微搬往內地，本港經濟轉型第三產業，商業活
動主要集中港島及九龍，新界居民上班由北區
往返市區，每日經歷兩次「人口大遷徙」。數
據顯示，本港人口與就業一直處於「職住不平
衡」狀況，例如港島中西區人口24萬，可提供
33萬個就業職位；灣仔區人口17萬，可提供23
萬個職位；反觀新界元朗擁64萬人口，僅提供
8萬個就業職位；北區31萬人口，僅提供4萬個
就業職位。結果導致不少年輕打工一族，為節
省上下班時間和交通費用租住劏房。另一方
面，由於個人經濟問題與房屋供應不足，令低
收入家庭被迫選擇環境擠迫的劏房。因此解決
劏房與籠屋問題，必須同時解決土地房屋供應
和就業機會不足問題。

本月初「北部都會區」政策出台，回應了筆者
一直提倡的在新界建設香港新中心。「北部都會

區」覆蓋整個新界北部，區內規劃五條新鐵路，
及創造65萬個就業職位。筆者近日聯同民建聯地
區團隊，就「北部都會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約84%市民支持「北部都會區」發展，82%市
民認同興建多條鐵路貫通新界東西可改善新界區
內交通；71%市民認同「北部都會區」新增50多
萬個住宅單位可解決香港房屋問題；63%市民認
為自己或家人將受惠於「北部都會區」發展完成
後新增的65萬個職位。

加快完成基建靈活處理批地
「北部都會區」勾劃出香港的未來藍圖，絕

大部分市民表示支持，認為可解決香港房屋問
題。政府切忌「捉到鹿不懂脫角」，未來應研
究如何切實完成數項大型基建工程。調整思
維、加快步伐是建設「北部都會區」的重中之

重，例如在交通方面，縮短「北部都會區」鐵
路的規劃時間，加快興建現有鐵路項目及壓縮
五條新鐵路的時間表，可考慮引入競爭和邀請
深圳方面協助興建。與此同時，在產業方面宜
採取政府主導、市場運作模式，在新發展區打
破先蓋廠房、後招租的舊模式，聚焦主打產
業，並洽商龍頭企業先批地、後興建，一旦龍
頭企業落戶，生產鏈的上下游企業自然衍生大
量就業職位，推動新界北的就業狀況。

在「十四五」規劃的支持下，「北部都會
區」釋放了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框架下的發展
潛力，改善本港房屋和土地供應的困局，讓香
港市民享有國家發展帶來的好處。解決民生問
題才能解決人心問題，民調結果拋出了人心所
向的基本盤，接下來就要看政府怎樣把政策推
展扎實，做好人心回歸的工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久前再度重申，當前香
港特區政府首要任務，就是與內地通關。香港
與內地無法正常通關，至今已有20個月了，阻
礙探親、上學、商務，打擊旅遊、零售、酒店
界經營，對香港社會整體的壓抑已經達到極
點。香港與內地抗疫措施，包括核酸檢測、疫
苗注射、疫情跟蹤，的確有所差別，但有人以
「香港與內地不一樣」來做文章，阻礙社會探
討兩地通關的方案，就不是科學的思維。如果
市民希望能夠與內地順利通關，無論是特區的
決策者，還是市民，都首先必須解決「觀念問
題」，抗疫思路要與內地接軌，避免將簡單事
情複雜化。

對內地來說，抗疫是頭等大事。內地人口基
數大，是香港的近200倍，抗疫的難度更大更
艱巨。只有實現動態清零，民眾的正常生活、
經濟恢復才有可能。況且，還有3個多月將舉
辦北京冬奧會，無論是中央還是內地民眾，都
不希望東京奧運開幕前夕日本新增確診病例激
增的情況在中國出現。本港不能因急於通關而
影響到內地，作為14億人口的世界第一大
國，國家抗疫成功的經驗就擺在那裏，香港抗
疫向內地看齊，嚴格管控，真正讓國家放心，
才是實現正常通關的首要條件。

內地一直強調「生命重於一切」，窮盡一切
辦法保障人民群眾的健康安全。設置健康碼，

目的就是為了追蹤並切斷傳染
源，保障整個社會安全。最近內
地出現旅遊者感染群組，正是因
為大數據追蹤，才能及時將多個省份的相關個
案一一找出來，並以切香腸式的手法進行區域
管控。如果沒有健康碼追蹤，疫情全面擴散將
不可避免。

現在香港討論要不要把「安心出行」與內地
健康碼對接。但平心而論，按照現在香港的做
法，「安心出行」很難讓人安心。由自己填寫
行程，是對人性的完全信任。但如果所有的人
性都善良，就不會出現不願下載程式、紙質申
報表被填寫得亂七八糟、連特首的名字都被冒
用的現象。

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自今年11
月1日起施行。有外媒分析說，這部法律相當
嚴厲。不過，香港一些人依然不相信。有些人
連電話實名填寫都反對，認為可能會引發電話
詐騙，其危言聳聽之甚，已脫離現實。

政府需要踐行執政為民的理念，尊重民意，
以民意為依歸。由於希望通關是多數人的選
擇，政府的決心不能被少數不欲前往內地的人
「綁架」。選擇順暢到內地，就必然選擇尊重
內地抗疫的做法和思路，政府需向市民說清
楚。

要恢復通關 須先改變觀念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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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宣宏雁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主席團常務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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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一屆立法會將於12月19

日進行改選，議席大幅增加
至90席。早前，有些反對派

政黨表示不會派員參選，其中民主黨猶抱琵琶
半遮面的政治姿態最不堪入目，既不敢明確杯
葛立法會選舉，又設立高門檻防止黨員報名參
選，民主黨走向沒落有跡可尋。

沒有攬炒派的議會比以往任何一屆的議會
更有效率。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由今
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為止，為確保所有
候選人，包括現任立法會議員均在平等的基
礎上競選，今屆立法會將於10月30日終止運
作。作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的李慧琼總
結工作時，指出過去一年沒有攬炒派的議
會，沒有「拉布」、沒有流會，特區政府向
立法會提交39項法案，是過去20年最多的一
年，現已通過33項，通過議案是歷年新高。
特首林鄭月娥也說行政和立法關係有所改
善，以往政府不敢提的議案或預計有阻力的
議案現時也敢提交立法會通過，大大增加政
府施政效率。

2020年11月立法會攬炒派議員總辭後至今
接近一年，立法會反而運作順暢，無論在開
會時數、次數、法案通過數目以及撥款均創
新高，反映香港立法會重回正軌，這是廣大
香港市民可以感受得到的。說到底，大量涉
及民生的法案得以順利通過，實際得益的始
終是全港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正如習近
平總書記所說，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

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
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有市民擔心新一屆立法會選
舉由於攬炒派全面杯葛，沒有
派出成員參與，必定利用各種
手段鼓動市民投白票甚至不投
票，或會令12月立法會投票率降低，讓外部
反華勢力和潛逃外國的攬炒派伺機炒作輿論，
對中央及特區政府進行施壓及抹黑。不過，新
一屆立法會投票率會否出現上述情況，現時仍
言之尚早。但是，香港市民可以從這一年的立
法會整體表現去思考一個問題。到底香港要走
回頭路，選擇再次出現過去幾年立法會瘋狂
「拉布」、狂點人數、肆意流會的亂象，還是
現時立法會的暢順高效？2019年10月在攬炒
派肆意阻撓拖延下，內會主席選舉要經歷七個
月才完成；現時立法會重回正軌，議事效能整
體提升，既能夠發揮監察政府的功能，亦負起
審議通過議案的職責，每一位議員個個履職盡
責為香港市民的福祉出謀獻策。12月立法會
選出新議員，立法會重回正軌，定能進步提升
效能士氣。

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慘痛教訓後，香港再
不能讓無恥政客以政治騎劫民生，假借民主之
名，破壞香港利益為實，將香港帶入萬丈深
淵。因此，今年12月市民應踴躍參與，不單
只要為自己心儀的候選人投下神聖的一票，更
重要的是支持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之下，立法會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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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江浩 民建聯執行委員會委員 教聯會理事10月14日，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卡邁
克爾在報章撰文，橫蠻批評香港國安法「壓制
異見」，並援引曾判處12名暴徒脫罪的香港
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作例子，強詞奪理地謂沈
小民是「被迫」提早退休，舉家移民英國，他
更將事件炒作為「香港法庭的司法獨立性已敲
響喪鐘」。

該篇文章以《是時候把英國法官從香港撤
走》為題，直指成千上萬名示威者在嚴苛的香
港國安法生效後逃離香港，近日連法官沈小民
亦辭職，準備舉家移民英國。卡邁克爾將修例
風波期間的街頭暴力破壞者美化為「示威
者」，當日香港暴徒破壞社會的所謂「美麗風
景線」，如今不時在英國各地上演，卡邁克爾
何不呼籲英國警方全面克制，不要使用任何武
力阻止暴徒的任意妄為？卡邁克爾針對香港的
謬論，足證這位無恥的英國政客根本立場先
行、雙重標準，以歪理攻擊中央、特區及政
府，抹黑香港國安法及香港的司法制度。

卡邁克爾鼓吹英國法官不應再支持香港的
「袋鼠法庭」（意指未審先判、違反法律原
則、濫用法庭程序，和使用不當程序的不公平
審判）。卡邁克爾的理由是，法官沈小民因判
12名示威者脫罪，被親中媒體盯上，律政司亦
表明會就沈官的裁決提出上訴。事實上，律政
司就沈小民判12名示威者脫罪案提請上訴，
按照理據及程序進行，完全是依法辦事。卡邁
克爾攻擊香港司法制度的言論，完全荒謬，更
毫無實質證據支持，所謂「袋鼠法庭」，只是
他作為別有用心政客攻擊香港司法制度的口
號。

卡邁克爾又建議，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
及英國新任外相卓慧思表明立場，撤走在香港
終審法院擔任非常任法官的英國法官。他認
為，英國法官繼續留在香港，只會對不公正的
司法制度給予虛假尊重。

2016年11月，時任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立
法會搶去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的文件，被
控藐視立法會罪，裁判官嚴舜儀以控罪條文不
適用於檢控議員為由，頒令將案件無限期擱
置。律政司上訴高等法院得直，高院下令案件
發還重審。梁國雄不服裁決，上訴至終審法
院。至上月，終審法院5名法官一致駁回梁國
雄的上訴，裁定梁國雄搶文件的行為不享有檢
控豁免權，法庭可對涉案罪行行使司法管轄
權。

值得注意的是，被卡邁克爾點名的韋彥德，
也有份審理此案。韋彥德是英國最高法院院
長，也是歐洲人權法院專案法官小組成員，擁
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實際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
工作，了解香港司法的實際情況，卡邁克爾有
何資格評價韋彥德是否應接受香港終審法院的
任命，有何資格質疑英國是否應繼續委派英國
法官來港任職？說穿了，卡邁克爾是為了撈取
個人政治本錢，打「中國牌」、「香港牌」！

8月27日，韋彥德公開聲明，表示經過與英
國外交大臣及大法官商討及評估後，認為香港
仍享司法獨立，香港法院的審判亦符合法治精
神，故他與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知義勳爵一
致決定，繼續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卡邁克爾不要枉作小人，應該將注意力集中
到服務他的選民，否則很快會被選民唾棄。

英政客抹黑香港司法制度枉作小人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