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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潛藏的壞分子仍未罷休
今天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接受《大公報》專訪，指出香

港過去只有公民教育，沒有國民教
育，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薄弱。他又

說，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受挫，外國勢
力勾結在港的內奸發動2019年的黑暴，對社會
造成極大破壞，荼毒一代年輕人，遺禍深遠。

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震懾黑暴，社會由
亂及治。不過李家超表示，潛藏香港的壞分子
仍未罷休，激進個人主義和 「孤狼式」 恐襲風
險仍存在，開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已是刻不
容緩。 「做好國家安全教育，攜手重建守法意
識，共建正確價值觀，有利青少年發展，香港
才有未來。」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文） 文澔（圖）

外力勾結內奸反中亂港 斷送年輕人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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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

法》，規定每年4月15日為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今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對經歷過
黑暴的香港市民來說，有重大意義。

李家超說， 「2019年至2020年
黑暴， 『港獨』 肆無忌憚，外國勢
力搞亂香港，加上香港有內奸勾
結，造成極大傷害，我覺得廣大市
民感受得到，知道黑暴造成什麼破
壞。那段時間人人惶恐度日，擔心自

身安全，驚慌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市
民意識到存在國家安全風險，更加認同國

家安全並非遙不可及、純粹理論性的事」 。
事實上，前年社會陷於暴亂、 「港獨」 抬頭、

激進恐襲主義燃起，關鍵在香港沒有國安教育。在香港成
長的李家超，坦言自己接受教育的年代缺少國安教育，學校

的課本沒有教授國家觀念；但他指出，那時候社會人士和教育
界不會污衊中國、竄改歷史、妖魔化內地人，不會企圖分裂國

家。 「我成長的年代，縱使學校教科書少提我們的中國人身份，
企圖將我們的根斬斷，但也沒有人如此荼毒我們的思想，沒有人

刻意抹黑國家，扭曲內地實況，所以我可以得到正常發展。加上父

母重視教育，我愛閱讀，包括讀歷史書，認識
我們的根，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國家情懷油然而生」 。

由於長期沒有國安教育，居心叵測的人就利用這個
空白，肆意歪曲歷史，宣揚激進個人主義。李家超不點
名批評政棍散播歪理，慫慂年輕人 「你認為啱，犯法
都無所謂」 等，甚至狂言 「留案底會令人生更精
彩」 ，荼毒新一代。涉及黑暴被捕者人數逾萬，當
中年輕人就佔了四成。

儘管去年成功平暴，但黑暴催生濫動私
刑，削弱年輕人的守法意識，社會仍存安全隱
患。去年涉及青少年的罪案上升，包括劫
案、欺凌和毒品等。李家超強調，國安教育
就是要提升社會的整體守法意識，令香港
社會可以長遠穩定發展。國安教育，人
人有責， 「要靠各方努力維護國家安
全，明確話畀內奸知道，大聲向荼
毒歪理說不！」

市民經歷黑暴禍害
國民身份認同感增

市民經歷黑暴的禍害，親身體會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亦有上升趨勢，
即使反對派的民調機構，亦不能否認市民的真

實意向。去年底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份的認同指數，
較半年前上升2.6分；相反，反對派機構一向高調宣揚的香港
人身份的認同指數比較上半年，下跌3.6分，創3年以來的新
低。

李家超局長指出，反對派的民調都要認清事實，大眾市
民經歷黑暴、 「港獨」 囂張、外部勢力勾結內奸破壞香
港，市民明白國家的重要性，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連帶
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脅的親身經歷是深刻，因而對國民身
份增加認同是理所當然。李局長又指出每個國家必從國
民利益制訂政策，要確保自身利益，最好與國家利益
一致。

李局長續指，去年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由亂及
治，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均獲得市民支
持，支持國安法聯署高達二百九十多萬個簽名；支持
完善選舉制度的簽名有二百四十幾萬，可見提升國家
安全意識今天已見成效。李家超相信，在大家共同努
力共建國安社會，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加入中式步操 展現威武自信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特區政

府紀律部隊五間訓練學校，包括懲
教署職員訓練院、香港海關學院、

消防及救護學院、香港警察學院和入境事務學院，今
天舉辦開放日推廣國家安全教育，活動內容包括展
覽、表演、講解、互動項目和步操。

李局長強調，步操是訓練紀律和團隊精神的重要
組成部分，表現出部隊的專業、威武和自信，各紀律
部隊在步操方面都擁有自己部門的特色。今次在 「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中，各紀律部隊同時加入中式步
操作為表演項目，是發展香港步操的重要一步，讓步
操可按香港實際情況邁向既有中式步操元素，又擁有
香港特色的多元發展。

五大紀律部隊訓練學校首
次於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開放予市民參觀。李家超表

示，紀律部隊訓練學校過去有開放日，今次的開
放日重點是圍繞國家安全，在不同的紀律部隊訓
練學校有主題展覽介紹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
法，提升市民的守法意識，亦會展示紀律部隊的
日常裝備以及演練，當中不少與維護國家安全有
關，例如打擊黑暴分子的槍械、裝甲車、特別用
途車、海關犬搜查示範、警隊反恐演練示範、爆
炸品處理、網絡安全展、心戰室體驗、室外靶

場、儀仗隊步操及相關的教育展版及講解等。
李家超指出，黑暴期間，六大紀律部隊全力

以付履行職責及使命，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好讓
社會重回正軌，今天的太平實在得來不易。紀律
部隊訓練學校的國安教育開放日，除了提高市民
的國家安全意識外，亦可以讓公眾了解紀律部隊
的執法工作，以事實打破抹黑謠言，警隊的工作
大家有目共睹，其他的紀律部隊例如入境處防範
恐怖分子、危害國安的人入境香港；消防處職責
管理危險爆炸品，消防應急大型事故，包括恐襲
等，海關堵截槍支彈藥，飛行服務隊參與反恐行

動、走私等，懲教押解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
子。

李家超指出，紀律部隊會繼續加強與內地相
關部門公務上的交流及培訓，而公務員訓練學校
將會年底成形。至於學生的國安教育，李家超表
示，少年警訊夏令營有助提升守法意識及社會價
值觀，1998年開始的青少年軍事夏令營與駐港
部隊合作，有助青少年增加國家情懷，由最初的
百多人參與，至今增至幾百人參加。李家超表
示，將會有更多不同團體舉辦青少年計劃和到內
地交流等。

國安教育日 紀律部隊學校開放市民參觀

深切體會

▲李家超強調，國家安全教育，可重建守法意識，有利
青少年發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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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國安

盡顯特色

採取措施 防範核污染食品國家安全與每位港人息息相關

龍眠山

將人人聞之色變的放射性物質設
計為樣貌討好的 「吉祥物」 ，只有
「天才」 政客才想得出來。日本政府

一邊決定向海洋排放逾百萬噸核廢
水，一邊設計了一個叫做 「氚」 的吉
祥物，形容 「氚」 存在於自然界及人
體中， 「平易近人」 ，核廢水中並不
會對人類構成危害。然而，此舉純屬
掩耳盜鈴，非但緩解不了公眾的憂
慮，反而激起更多的憤怒。

日本民眾對此極為不滿，網上一
片冷嘲熱諷， 「如果核廢水沒有危
險，為何要水箱隔離」 ？ 「想用吉祥
物欺騙漁民嗎」 ？ 「將國民當傻瓜也
要有個限度」 、 「畫成這樣的東西也
不能將危險的東西變成安全的！」

連日本人也接受不了日本當局的
虛偽，其他人更不可能接受。然而，
面對輿論批評，日本政府似乎 「鐵了
心」 ，兩年後傾倒核廢水是大概率的
事。對於喜愛日本食品尤其嗜食海鮮
的香港人來說，除了表達憤怒，更要
未雨綢繆，早為之備。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特區政府需要負起責任，加強對日本
食品的監察，測試其有害核物質的含
量，必要時採取禁運措施。另外，巨
量的核廢水被傾入海洋後，很快就會
伴隨海流擴散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
水域。其他地方漁民捕捉的海產，也
不能排除被污染，所以政府需要監察
一切海產，不能因為非來自日本就以
為萬事大吉。

今次事件也提醒公眾，及時更新
食品安全制度是多麼重要。有些劇毒
物質過去少見，未能納入檢測清單，
特區政府有必要積極檢討，提供更詳
細、可操作的食品微量元素控制表，
方便有關部門執法。

還有，不管如何加強防範，百密
一疏的情況仍然難免。如果有人因食
用被日本核廢水污染的食品而導致健
康受損，這就產生索賠的問題。相關
的法律制度也要盡快建
立、完善起來。

今天是第六個國家安全教育日，
也是香港國安法落實後的第一個國家
安全教育日。相比往年的國安教育活
動由民間統籌，今年則由香港國安委
主辦，隆重其事，級別、規模、影響
力都大不相同。在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只有 「一國」 之責，沒有 「兩
制」 之分，通過舉辦相關教育活動，
培養每一位香港市民維護國家安全的
意識和自覺性，為香港長治久安提供
重要的保障。

國安才能家安。過去，香港人覺
得國家安全是一個高大上的概念，與
自己沒有什麼關係。然而，經歷過
「佔中」 之亂，特別是見證前年 「修

例風波」 及黑暴之禍，國家安全的概
念變得清晰起來，不再是虛無縹緲，
而是看得見、摸得着，與每一位市民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沒有國家安
全，就沒有香港安全；沒有香港安
全，市民的安居樂業也就無從談起。
如今，黑暴已經遠去， 「港獨」 不再
喧囂，社會恢復安寧，市民根據基本

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失而復得，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了香港國安法。

國家安全的涵蓋面廣泛，不僅體
現在政治、外交、軍事上，也體現在
金融、科技、能源、生物等領域。美
國正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中國實施
各種打壓及高科技封鎖，而中方加大
力氣發展晶片等高科技，突破外國封
鎖，提高自主能力，也是維護國家安
全。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下，西方國家為掩蓋抗疫無能，轉移
民怨的焦點，全力向中國潑污水，導
演了各種醜劇，甚至將中方支持外國
抗疫的無私之舉抹黑為所謂 「疫苗外
交」 、謀求大國地位等等，這些都屬
於國家安全領域的較量。

中國的昂然崛起，改善了全球五
分之一人口的生活質素，也招來一些
國家的 「紅眼病」 ，甚至乎，連無辜
的新疆棉花也捲入其中。中國的國家
安全形勢在可見的未來都相當嚴峻。
香港作為 「一國兩制」 下的特區，一
直是大國角力的前哨，最能感受到國

家安全的錯綜複雜性。在香港開展國
家安全教育，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非常有意義。

眼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
落實 「愛國者治港」 ，正是關乎維護
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特區政府為今
次的國安教育日安排了一系列活動，
包括舉辦主題講座、社區和校園 「同
心匯」 、紀律部隊訓練學校開放日和
公民教育展覽等，有助提高全港市民
的國安意識，營造維護國安的濃厚氛
圍，增強防範和抵禦國家安全風險的
能力。同時，這是一次學習和領會憲
法、國家安全法及基本法的良機，深
化國民身份認同。

國家安全有如空氣與陽光，獲益
而不覺，失之則難存。國家安全教育
日每年只有四月十五日這一天，但有
關國家安全的教育卻需要天天講。要
像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一樣，將維護
國家安全的種子植入人們的心田，尤
其需要從娃娃抓起，特區教育部門可
謂任重而道遠。

局長
專訪

▼李家超認為，開
展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已是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