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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歧見 泛政治化無出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發表的2020
年施政報告，從中央全力支持、走出疫
情、注入經濟新動力、增加房屋與土地
、建設宜居城市、持續改善民生、培育
人才及青年發展等方面，釐清了香港未
來一年的發展思路，明確了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的重點和措施，是一份具有前瞻
性和實際操作性的報告。
然而，香港某些以 「攬炒」 為業的
政客，延續了其 「逢中必反」 「逢特區
政府必反」 「為反而反」 的惡習，胡亂
批評稱：這是一份 「大灣區報告」 「不
把香港人放在眼裏」 ，等等。施政報告
並非十全十美，提交立法會審議既是法
定程序，也是為了吸收各類意見，修改
完善報告，凡是建設性意見，相信特區
政府都會吸收，但攬炒政客所言，是將
報告 「一棍子打死」 ，借此把香港引向
「泛政治化」 泥潭。
眼下，香港遭遇諸多風險挑戰，任
何一個愛香港的人，都應放下歧見，共
同推動香港砥礪前行； 「泛政治化」 只
會令社會成員 「集體弱智」 ，絕對沒有
出路。

「泛政治化」令香港社會撕裂
眼下的香港，經濟下滑、失業率攀
升、疫情個案為 「清零」 困難、房屋及
土地供應等深層次矛盾並未解決，香港
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追根溯源， 「泛

政治化」 是重要原因。
所謂 「泛政治化」 ，就是無論涉及
什麼事情，社會成員都被貼上 「政治標
籤」 ，遇事 「政治先行」 。凡是符合自
己政治立場的，就使勁力挺；凡是不符
合自己政治立場的，就拚命反對。這
樣的結果造成社會嚴重撕裂，甚至崩
潰。
2014年非法 「佔中」 以來，香港人
被逐步分成了 「黃絲」 「藍絲」 ，日益
對立。立法會裏，傳統的反對派逐步喪
失理性，其中一些人演變為攬炒派，公
然違反效忠基本法的誓言；大街上，暴
徒打砸公物、縱火塗鴉、私刑路人，將
香港這個家折騰得一片狼藉；校園之內
， 「黃師」 以人劃線，煽動 「港獨」 ，
甚至公開詛咒警察子女；家庭內部，因
政見不同，父子反目、夫妻冷戰等現象
司空見慣；就連市民上街消費，也要看
清是 「黃店」 還是 「藍店」 ，入錯門，
就會遭殃。
「泛政治化」 令不同群體之間嚴重
對立，令香港引以為傲的 「法治、文明
、包容、和諧」 的優秀品質蕩然無存，
令人痛心！

「泛政治化」令發展機遇錯失
「泛政治化」 給香港發展帶來的負
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難以
凝聚共識，貽誤發展良機；二是拒絕國

點擊香江
屠海鳴
家支持，如同 「自損功力」 。
地球人都知道創新科技的重要性，
但香港特區政府曾長期缺少一個主抓創
新科技的部門，關於成立創科發展局的
議案到了立法會，由於反對派議員的阻
止，反反覆覆審議數年才最終通過，貽
誤了發展良機。
中央一直大力關心支持香港發展，
但反對派 「拒中抗共」 ，令香港與內地
的合作變得非常艱難。以港珠澳大橋建
設為例，由於反對派的政治操弄，延誤
了工期，其後建設成本上漲，浪費了更
多公帑。再以全民普檢為例，中央出錢
為香港市民免費進行核酸檢測，這是對
香港的極大關愛，卻有人造謠 「基因送
中」 誤導市民，最終僅有兩成多的市民
接受檢測，至今難以個案 「清零」 。
時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中
國是唯一走出疫情陰霾的， 「一國兩制
」 下的香港，可以得到中央更多支持，
但如果有人拒絕支持，不斷製造摩擦，
只會害了香港。

「泛政治化」令改善民生受阻
香港最大的民生難題是什麼？是住

房。房價畸高的癥結是什麼？是土地供
應不足。土地供應不足的原因是什麼？
一是香港地域狹小，發展空間受限；二
是某些利益集團阻撓開發新地。
要破解香港的住房難題，不外乎兩
條路子：一是盤活存量，二是做大增量
。施政報告在盤活存量方面有許多舉措
，包括：出售 「租者置其屋計劃」 回收
單位、市建局 「首置」 項目、重建石籬
中轉屋、重建房委會工廠大廈、重建大
坑西邨、過渡性房屋、現金津貼試行計
劃，等等。但由於存量是有限的，盤活
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做大增量才是根本
出路。
施政報告再次提及 「明日大嶼願景
」 ，在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
也着墨不少，這些都屬於做大增量的舉
措，有利於補上香港地域狹小的 「短板
」 。攬炒派政客批評施政報告是 「大灣
區報告」 「不把香港人放在眼裏」 ，純
粹是無稽之談！如果港人還是被攬炒派
騎劫，如果香港的 「泛政治化」 延續，
可以斷言，住房難題無解，其他民生項
目也會受阻。

是學生，當中接近2000名是中小學學生
。政治滲入校園，學生捲入政治漩渦，
甚至被誤導參與違法及暴力行為，因而
負上法律責任，影響一生，這怎不令人
痛心呢？
施政報告專門用一章來講培育人才
及青年發展，涉及德育及國民教育、通
識教育、教師素質等方面，其中指出：
「教育局亦會透過多元化活動，讓中小
學生全方位認識國家發展、《憲法》和
《基本法》、 『一國兩制』 的實踐、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尊重和維護國旗和國
歌這些國家的象徵，以培養學生的正面
價值觀，以及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
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這些措施切
中要害，如能順利實施，必能受到實
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很好
，凝聚了共識，凝聚了人心，凝聚了力
量，現在關鍵要看香港社會如何合力推
進；如果香港 「泛政治化」 的社會環境
不改變，這一切都是海市蜃樓。香港市
民，是放下歧見、重新出發的時候了！

「泛政治化」令青少年誤入歧途

（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評論文
章之三）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泛政治化」 嚴重毒害了香港青少
年，令香港年輕人變得偏執、激進、暴
力。去年在超過10000名因反 「修例」
而涉嫌違法的被捕人士中，竟然有四成

楊潤雄：要有國民身份認同 與多元思考無衝突

通識科須培養正確價值觀
改動後通識課程會加入內地考察，有助學生擴闊
▼
視野，多了解內地情況及兩地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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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改革通識科，提出要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國民身
份認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通識科改
革 是 希 望 課 程 變 得 更 好，培 養 學 生 正 確 價 值 觀 。 他 認 為，學 生 在 多
角 度思 考 問題 時 ，需 要從 國 民身 份出 發，認 為兩 者 並沒 有 衝突。

施政報告 2020通 識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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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楊潤雄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指出，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在過去兩年，就
改革通識科全面諮詢業界及公開諮詢，
共收到11至12萬份意見書。局方本次改
革與小組意見差不多，包括科目維持必
修必考、要刪減內容、釐清學習概念、
教材需審核等，唯一不同的是將評級簡
化為 「及格」 和 「不及格」 。楊潤雄又
就 「國民身份認同」 的問題指出，國民
身份認同一直是放在課程宗旨內的，這
與多角度思考沒有衝突。
他說： 「我們作為香港人，香港是
國家的一部分，我們亦就是國家的公民
，自然需要有國民身份的認同，這是一
定的。我們亦需從國民角度思考世界上
的問題，到時你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考慮
不同的問題。」

學生到內地交流屬自願
對於改動後課程會加入內地考察，
楊潤雄表示，出發點是考慮學生利益，
希望學生到內地不只是交流，而是有實
質功夫要做。教協指通識科改革要求 「
內地考察」 納入課程，變相強制參加。
楊潤雄表示，加入學生到內地交流環節
，使交流正規化、課程化，這是自願的
，亦不會計分。
另外，教協指刪去一半課程及取消
IES，欠缺討論無視指引，楊潤雄承認
通識科改革後，整體課時會減半，對該
科目老師有一定的影響，當局會向他們
提供培訓課程。 「老師的影響我們是知

韓玉琼

道，我們亦關心，如果有些老師可能以
前任教那些科目，或對某些科目有認識
，可能可做部分那科目的工作，或者我
們也會給老師適當的培訓。」

通識課時減 教師需轉型
就通識科改革，直資學校議會副主
席招祥麒表示，通識科原本的設計原意
是好的，但隨着時間過去，有異化，亦
有不少問題，所以他同意該科目需要改
革。他舉例說，老師上堂時喜歡叫同學
分組討論，命同學代入不同角色分享，
同學為了突出自己意見，出盡奇招。課
堂完後又不懂抽身，不能包容其他人的
看法。他又指出，讓學生到內地考察，
擴闊視野，有目標地去，有周詳計劃，
是件好事。由於改革後的通識科時數減
半，他認為老師要盡早轉型培訓，提升
能力兼教其他科目。校長應與教師溝通
，教育局也應提供協助，助教師轉型。
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表示，同學
回內地考察，可以讓他們多了解內地情
況及兩地文化差異。而通識科課時減半
，會對教師安排有一定影響。可以考慮
對受影響老師作出培訓，例如教授初中
生活與社會科目或其他相關科目。他說
： 「我認為對通識科的宗旨，影響不大
，教授內容仍然可以針對通識科，如原
有的設計宗旨。而通識科新建議，其實
亦都配合課程改革建議，在四個主科，
調整課程內容，減省課時，以釋放更多
空間。」

▲楊潤雄就 「國民身份認同」 的問題指
出，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我們作為香
港人，自然需要有國民身份的認同

各界讚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重大突破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發表任內第四份
施政報告，本港各界紛紛表示歡迎及
支持，認為報告內容全面詳實，可令
香港再展活力，尤其稱讚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 是一個重大突破。各界
同時亦指出，當務之急是推行全民檢
測，盡快達至疫情 「清零」 ，與內地
恢復往來，帶動香港經濟復甦。
香港友好協進會讚揚施政報告內
容全面詳實，從香港的迫切需求出發
，推出了逾200項改善民生的新措施，
亦公布了中央支持香港的7項政策，明
確了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和
部署，該會全力予以支持。施政報告
為香港行政主導正本清源，有助特區
政府凝心聚力謀發展，該會將全力以
赴，積極推動各項措施早日落地，促

進香港重新出發，再展活力。

嚴控疫情是當務之急
香港潮州商會認為，面對反覆不
已的疫情，特區政府必須採取 「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 的措施嚴控疫情，
推行全民檢測，達至 「清零」 ，以便
盡快與內地達成 「健康碼」 互認，逐
步讓粵港兩地居民過境毋須強制檢疫
下跨境往來，早日恢復香港與內地跨
境往來。
香港中國商會指出，今次施政報
告中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是一
個重大突破，此舉能拉近內地與香港
之間的工資差距，令香港青年放下最
大心理障礙，將更有意願到內地發展
。該會呼籲，在計劃結束後，青年的
薪酬會回到市場水平，企業此時應提

供具專業性和市場價值的工作予青年
，使他們的工資波動不致太大，令他
們願意長期留在內地發展。該會表示
，將會努力支持並配合這項工作，呼
籲港青在疫後能把握內地的發展機遇
，創出一片新天地。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主
席樓家強歡迎施政報告推出 「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 ，以及為 「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加碼批出約1
億元，協助香港青年在香港及大灣區
內地城市創業。
樓家強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潛力十分巨大，將為香港青年提供事
業發展機會，希望 「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 和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
助計劃」 能促成青年人到大灣區發展
，拓闊國際視野及創新思維。

羅致光：大灣區就業有利港青長遠發展
懲教署工會支持公務員宣誓
【大公報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日前公布，全體現職公務員需進行
宣誓或簽署聲明，以表示擁護基本法及
效忠特區政府。香港政府華員會懲教署
職員分會組別聯席會議、懲教事務職員
協會、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昨日發
表聯合聲明，支持要求公務員宣誓的決
定。

聲明指出，懲教人員一直恪守 「上
班執法，下班守法」 的精神，盡忠職守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懲教署
三個協會和工會支持 「公務員宣誓／簽
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人員將繼
續堅守法治，以公正持平的態度，竭盡
所能履行職務和職責。

【大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27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相關措
施記者會上表示，到大灣區就業將有
利於香港年輕人的長遠發展。
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政
府將推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
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
聘請及派駐本地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工作。羅致光指出，該計劃
與香港吸引人才並無互相排斥。
他指出，2000個就業名額對於未

來大灣區發展將會是很大的動力和機
遇，相信可幫助香港年輕人的長遠發
展，在香港短期就業機會面臨挑戰的
情況下，掌握這一機遇相當重要。

未來推更多元交流項目
一同出席記者會的民政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表示，過去前往內地的青年
交流團很多，他希望未來可推出更為
多元、時間更長的青年交流體驗項目
，如文化、運動相關的活動等，以滿

足青年人的不同興趣。他提到項目時
間更長，有助於香港青年感受當地文
化，了解當地的發展方向等。
另外，社福設施發展方面，羅致
光表示，未來土地用途會協助社福設
施，資助房屋預留5%可建築面積作為
社福用途，這是較為長期解決設施不
足的方案，如果能夠解決較長遠的供
應，未必需要購買物業作社福用途，
當局將會聯同發展局及運輸及房屋局
商討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