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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做好香港青少年教育工作，服
務校園讀者，培養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國情
懷，一直都是香港文匯報的職責和使命。適
逢香港文匯報報慶74周年，特地於早前舉行
了文匯校園讀者視頻分享會，邀請來自不同
學校的校長、老師、學生代表從國情知識、
國民教育、正向思維等方面分享心得體會，
及對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工作提出寶貴建議。
教育版特別以專欄形式，摘錄各參與同學的
分享內容，讓廣大讀者了解本報與教育界互
動交流，以及未來繼續支援青少年教育的工
作方向。

麗澤中學中五生蘇嘉雯：
學校除了讓同學知識增長之外，更重要是
培養同學有良好的價值觀，有敢於拚搏的夢
想，要勇敢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志氣要
高遠，且要腳踏實地，努力在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上獻力。我校校長經常和
我們分享創校先賢的努力，為教育作出了無

私的奉獻，也教導我們要訂立自己的人生目
標及方向，為着社會而作出貢獻，這就是推
動國民教育最根本的基礎。
我們的未來就是聯繫着國家的未來，我們

的努力將會為國家開闢新的路向，路是人走
出來的，也期盼着我國繁榮富強，必定是依
靠社會上每一個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承先啟
後，薪火相傳的成果。
國情教育應該從何入手？有沒有捷徑？我看

還是要潛移默化，循序漸進。愛國詩人杜甫名
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就是讓我們
體會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涵養出中華
民族百姓溫柔敦厚的性情。我校一向重視人文
素養，要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熱情和溫度，人
與人之間的愛與關懷，學習或者說教育的深層
意義，就必須連結生命的意義，要以身作則，
要捨己為人，服務社會，為他人作出貢獻的精
神，「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常常提醒我們要「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意思就是要讓
生命的個體，成就宇宙萬物，做一個正直善

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頂天立地的人。
換個角度就是孟子的「推己及人」，「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推
而廣之是推恩，施行仁政為民。由個人到國
家，由校情、港情到國家情，都可以體現我
校價值觀教育的推展。
從認知層面是自主學習，建構知識、態度

和技能的過程，但從客觀環境而言則是影響
學習的環境和因素，情之所至是互為影響，
環環緊扣，愛校、愛香港、愛祖國，更成為
生命的動力，立志貢獻社會、服務他人，為
他人尋求幸福，願意為共同福祉而作出努
力，正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的志節抱負。
因此，國情教育不是新鮮事，杜甫說「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化民
成俗，讓普通百姓的生活回歸
安居樂業，在淳樸敦厚的優良
文化傳統下，讓中華文化走向
世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這一個夢讓我們更自豪。

新 聞 透 視 眼A21

20222022年年99月月161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羅悅軒

特首：良師是國家富強重要基石
敬師日慶典 逾1500教師獲嘉許

為發揚尊師重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及美德，敬師運動委員會昨日舉

辦「向老師致敬2022—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表揚

1,500多名優秀教師。主禮嘉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特

區政府會全面加強教師對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國家安全、法治

精神的正確理解，並以不同措施提升教師的專業性，裝備他們向下一代培

育正確的價值觀，為學生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筆者是「八零後」，中學時代的中
史和世史科都沒有香港史，對1941
年歷時18天的香港保衛戰和其後黑
暗的三年零八個月，只有耳聞。近
年，特區政府和教界重新加強中國歷
史科和香港歷史的教育和聯繫，教育
局更於去年起開展「中國抗日戰爭歷

史教育」系列活動。適逢今年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立80
周年，我們更有理由重新回顧港人如何同仇敵愾參與抗戰，以
及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至1945年抗戰勝利期間所作出
的貢獻，相信這能為抗日戰爭和香港歷史的普及教育，提供有
益的索引。
筆者中學年代流行說「八年抗戰」，這是以1937年7月7日

「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開始計算。然而，我們不應
忘記東三省、華北和上海等地早在1931年9月18日起已經開
始的武裝抗日烽火，因此現時一般稱近代第二次中日戰爭（第
一次中日戰爭是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為「十四年抗
戰」。香港在「十四年抗戰」中到底作出了什麼貢獻呢？在
1937年「七七事變」前，港人主要在抗日宣傳輿論和籌款支援
內地受戰事影響的同胞上出力。
1931年9月23日，香港各界舉行集會悼念在「九一八」事

變中殉難的同胞，商舖、社團更下半旗致哀。日本僑商在灣仔
山川商店前嘲諷在場華人為「亡國人」，更毆斃當中一名華
人，引發多天騷動，共造成6死25傷。
1932年2月，施正信、馮慶友等20餘人組成香港醫療救護

隊，前往上海救治「一．二八」事變（又稱一．二八淞滬抗
戰）的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抗日傷兵。2月10日，東華醫院舉
行籌款集會，受戰爭影響的上海難民，更於翌日將籌得的港幣
33,000元匯款至上海。
1934年2月6日，香港首部抗日愛國題材電影《戰地歸來》

公映，電影由國聯公司出品，黃岱導演，胡小天改編自霍然的
舞台劇《不堪重睹舊征袍》，胡藝星、黃曼梨、吳楚帆主演。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香港支援抗日行動進入新階

段。1937年7月31日，包括華商總會、東華三院、中華廠商會
在內的各大社團組織華北兵災籌款聯席會議，為受「七七事
變」以來的兵災影響的內地民眾籌款。同年9月，救國公債勸
募委員會香港分會成立，響應當時國民政府呼籲，發行救國公
債，由周壽臣爵士擔任主任委員。截至翌年2月，該分會共籌
得港幣535萬元作為抗戰經費。
1937年11月，由華南電影界賑災會組織、全港影藝人積極
參與的粵語抗戰電影《最後關頭》完成拍攝，其全套子母片於
翌年1月3日捐贈予華人賑災會發行，為全國賑濟募捐。華南
電影界賑災會由林坤山及鄺山夏發起，並由全球、南粵、大
觀、南洋、合眾和啟明六家電影公司組成，拍攝抗戰愛國電影
以籌募救國款項。
1938年8月10日，由全港各界賑濟華南難民會督辦的「八一

三」紀念日獻金活動開始，香港華商總會和12間銀行分設獻金
台和獻金箱，至19日結束，共籌得救國捐款港幣20多萬元。

■香港地方志中心執行總編輯 蔡思行
香港參與抗戰全紀錄（四之一）

筆者註：本系列相片分別攝於香港海防博物館之「抗日

英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文物展」展覽（2013年）

及「同禦鐵蹄──香港的抗戰歲月」展覽（2016年）

為提升教師的專業性，李家超表示，教師應全面深
入了解基本法，幫助學生認識有關事實的發展歷

程，因此由今個學年開始，所有公營學校新聘任的教
師必須通過基本法測試，方可獲考慮聘用；教育局亦
正制定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具體說明教師須具備的專
業操守，以及應有的個人行為規範，提醒教師時刻注
意謹言慎行，守法守規，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

優秀教師是優質教育關鍵
他指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而教育年輕人是教師的
使命。優秀的教師是優質教育的關鍵，是國家富強、
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教師除了傳授知
識，更應培育年輕人成為奉公守法、尊重法治、胸懷
家國、放眼世界的新一代。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投資教育，加強教師培

訓，凝聚各方力量，以行動回應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
講話中對香港的期望，也會為青年成長創造更多機

會，讓他們發揮所長，把握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角
色和「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為國家和香港的福祉而努力。
兩位在「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獲嘉許的

老師昨日分享了自己的得獎感受。來自王肇枝中學的
數學老師周鎮聲對獲表揚感榮幸，表示身為老師，最
重要是關心學生，同時要作好榜樣。
在學校主力籌辦各項課外活動的他希望，可以透過

活動幫助學生找到自身的優點，發揮潛能。疫情下，
很多課外活動都被迫停辦，但「辦法總比困難多」，
例如可以進行網上體能訓練班，鼓勵同學在家多做運
動，保持身體健康。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主要錄取輕度及中度智障學

生，在該校任教逾20年的袁佩兒表示，漫長的教學生
涯讓她深深體會到「智障也可以不平凡」。她的班上
曾有一名非華語中度智障及自閉症學生，對方自幼因
病切除了左眼，自信心薄弱，遇到不稱心的事就大發

脾氣，但她發現該學生的音樂感特別強，於是為他安
排各類音樂活動。
透過上台表演，該學生重拾自信，此後越加投入，

更練成一口流利的粵語，遇到困難時也能以「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來勉勵自己，更成為校內模範
生。這個經歷讓袁佩兒相信：「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

潛能鑰匙，只要細心觀察他們的亮點，提供合適平台
讓他們發揮，必定能夠發光發亮！」
出席昨日慶典的還包括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李美嫦、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雷添良、教
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主席梁湘明，以及各校長、
教師等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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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時代重任 獻力復興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消委會昨
日公布2022/23年度中小學購書費調查結
果，發現中小學生平均購書費（包括作
業、補充練習及其他學習材料的開支）分
別較對上學年上升2.9%及5.7%，幅度顯著
高於同期通脹（1.7%），而選用不同書
冊、作業及補充練習數量多寡、書商提供
的折扣、新學年的學材與去年不同，均是影
響購書費的因素，且學生或需額外繳付學校
自編教材的印刷費，以至購買平板電腦或手
提電腦等電子裝置以配合電子教學。消委會

昨日呼籲書商負起企業社會責任，為書本定
價時應考慮學生負擔能力，書單可印有與使
用舊書相關的提示，讓學生可沿用「重印」
或「重印兼訂正」的舊課本。
消委會獲教育局協助，以隨機抽樣方式
取得50間小學和48間中學提供的選書資
料，發現小學新學年平均購書費為3,177
元，按年升5.7%，高於去年的5.3%升幅。
各級別的平均購書費介乎2,926元至3,369
元，按年升幅介乎4.8%至6.4%。
調查發現，較多小學選用的中文科和數學

科練習均在新學年加價逾8.6%，消委會相
信是小學整體購書費錄得顯著升幅的原因之
一。中學新學年平均購書費為2,944元，按
年升2.9%，較去年的3.6%升幅略低。
不少學校均會自行編製教材，但只有

25%小學及約半數中學會向學生免費提
供。消委會指出，學校自編教材以輔助教
學本意甚好，建議學校為學生提供免費自
編教材，亦可資助有需要學生的印刷費，
以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

受新冠疫情影響，學校不時要上網課，
惟調查發現大部分學校選擇購買的電子課
本與實體課本兼備套裝，並未有完全轉用
電子課本，變相令購書費大增。
另外，9間小學指學生需自行購買或經學

校購買指定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腦上課，費
用約由3,000元至8,500元不等。

民記倡資助學校購「共用課本」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對中小學生的整

體平均購書費升幅顯著表示關注，建議政
府資助學校購買「共用課本」，大量購入
某些科目的課本供學生課堂上借用；研究
出版精簡版的教科書供學校選購，並以低
廉的價格出售；多選用電子書，減輕書包
重量及購買教科書的開支；鼓勵更多學校
循環再用教科書，並協助學校在校內舉辦
舊書轉贈或義賣活動。
該委員會主席兼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建議

特區政府向學生提供讀書券，以購買課外
書籍，亦可鼓勵閱讀。

小學書簿費加幅5.7%超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網絡及社交
媒體盛行，衍生出沉迷上網、資訊失實、
網絡欺凌等連串問題，加上疫情下學生使
用數碼設備自主學習的情況大增，提升新
一代的資訊素養刻不容緩。一項調查發
現，超過四成半小學生一使用智能手機、
電腦等數碼裝置便會難以按預期時間停
用，近四成人若「斷網」便會感失落，學
童欠缺自制能力問題值得關注。
研究團隊認為，教育局未來需要搭建

學校及家長間的交流平台，做好專業支
援。
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在6月至7月期間進行

「香港學校媒體、資訊及數碼素養調
查」，向591間小學進行教師問卷調查，及
抽取6間小學的家長及學生作深入研究。調
查結果顯示，近五成受訪小學生每日或幾
乎每日以數碼裝置玩遊戲，逾四成會每日
看視頻或電影電視節目。
同時，逾四成半小學生直言，在使用

數碼裝置上難以按預期時間停用，38%
指會因沒有連線（「斷網」）而感失
落。
雖然約九成小學生表示，學校及家長有

教導其保護私隱及分辨真假信息，惟仍有
逾三成半學生欠缺上網私隱意識，逾半人
沒留意社交媒體新聞來源。
研究團隊表示，教育局近日更新《小學

教育課程指引》，已將「培養學生媒體和
資訊素養」納入成為七大課程重點之一，
未來需要搭建學校及家長間的交流平台，
做好專業支援，才能讓資訊素養教育變得
有效。

近四成學童若「斷網」感失落

◆消委會調查發現，中小學生平均購書費
增幅顯著高於同期通脹。 中通社

◆ 1932年，
香港醫療護理
隊遠赴上海，
協助救援傷
兵。圖為出發
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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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鎮聲周鎮聲（（左左）、）、
袁佩兒袁佩兒（（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向老師致敬向老師致敬20220222──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昨日舉行昨日舉行，，表揚表揚11,,500500多名優秀教師多名優秀教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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