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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落實五點希望開創立法會新風貌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昨日在深圳會見了第七屆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及部分議員，強調須正
確把握立法會的憲制地位，對全體議
員提出五點希望。夏主任的講話對於
推動特區立法會議員認清使命責任，
更好地貢獻國家、服務市民，早日實
現良政善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全
力貫徹落實 「五點希望」 ，新一屆立
法會定能展現新風貌，推動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
中央領導人專門會見履新的特區
立法會議員，這本身已充分體現了
「一國兩制」 下的憲制秩序，也體現
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支持。夏寶龍主
任昨日的講話，實際上是回答了兩個
關鍵問題：立法會應該是什麼樣子、
新一屆立法會應該如何？
過去立法會運作出現種種問題，
根本原因在於偏離了憲制地位，成為
反中亂港勢力的主要平台。正如夏主
任所指出，要從兩方面把握好立法會
的憲制地位：第一，是 「單一制國家

下的地方立法機關」 ，其權力全部來
自中央；第二，是 「行政主導體制下
立法機關」 ，與行政機關是相互制
衡、相互配合。這是深刻回答了立法
會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唯有牢記憲制
地位和角色，立法會才不會出現重大
偏差，以往出現的嚴重問題才不會再
度重演。
但僅認識到正確的地位還不夠，
新一屆立法會還需有更高的標準和要
求。夏主任對此提出了五點希望：第
一，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
及基本法，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第
二，支持並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第三，要
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做真正的
民意代言人；第四，要勤於學習，不
斷提升參政議政能力，做高質素的管
治者；第五，善於團結合作，不斷提
高立法會工作效率和整體的戰鬥力，
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
在 「愛國者治港」 的新時代，新
選舉制度之下產生的議員，不僅僅是

「代議士」 ，肩上的責任與所扮演的
角色比以往更重要。事實上，支持配
合政府依法施政，絕不是要做橡皮圖
章、只做表決機器，而是要依法行使
監督權，對政府作出善意、誠懇的批
評，不越位、不缺位；做真正的民意
代言人，就要真正做到想市民之所
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
正如夏主任所指出，要用辛勤工作和
亮麗的業績，證明愛國者想做事、會
謀事、敢擔事、能成事。為香港市民
辦事情就是為國家做事情，為香港市
民辦多少事就代表為國家出了多少
力。
夏寶龍主任的 「五點希望」 ，既
是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說的，但也是
對全體香港特區管治者說的。深刻理
解 「五點希望」 的意涵，全力貫徹到
實際工作當中，堅定立場，努力提升
水平，提高整體戰鬥力，這樣的特區
管治隊伍才能發揮出應有的角色和作
用，也才能不辜負中央所託和市民的
期待，推動香港早日實現良政善治。

記協還能蹦躂多久？
香港問題說複雜時複雜，說簡單
時簡單。彈丸之地，各種勢力盤根錯
節，風雨不斷，這是其複雜性；而煽
風點火、搞事生非的來來去去就是一
小撮人，只要將該團夥一網打盡，香
港就能享受安寧，這是其簡單之處。
作家屈穎妍近日撰文，從《眾新
聞》關門時的一張照片說起，照片上
約20個人都是眾新聞創立者，也是本
港 「黃媒」 的頭目，其中近半來自
《蘋果日報》，4個是記協前主席。
如果將《蘋果》、《眾新聞》、《立
場新聞》、《獨立媒體》、 「612基
金」 、民陣、支聯會、記協、教協等
反中亂港組織主事人通通羅列出來，
不難發現彼此間環環相扣，而蜘蛛網
背後可能是同一個操盤人。
在這張 「黃色力量關係圖」 中，
大部分組織已然解散，更有不少人員
被捕，唯有記協等少數組織仍在負隅
頑抗。記協主席陳朗昇曾聲稱記協是
「專業組織」 ，沒有違反包括香港國
安法在內的法律，這當然是徹頭徹尾

的謊言。
記協早就劣跡斑斑，也一再被社
會人士和政府批評。記協早前偷偷銷
毀兩大袋的資料，分明是作賊心虛。
然而，不管記協如何狡辯，如何遮
掩，最終都是徒勞。別的不說，單說
記協有份舉辦的所謂 「人權新聞
獎」 ，得獎作品幾乎清一色都是抹黑
國家、唱衰香港的內容。去年第25屆
「人權新聞獎」 獲獎作品中， 「台
獨」 分子吳叡人撰寫的 「致一場未完
的革命」 得到 「最佳評論獎」 ，這篇
骯髒裹腳布一般又臭又長的文章充滿
歪理邪說，從頭到尾販賣的都是 「港
獨」 。
「台獨」 分子撰寫的煽動 「港
獨」 文章在香港獲獎，這說明什麼
呢？說明 「港獨」 、 「台獨」 繼續勾
結，說明記協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這篇文章於去年5月得獎，即是在香
港國安法落實10個月之後，記協縱然
巧舌如簧也無可抵賴其
涉嫌違法的事實！
龍眠山



基本法問答賽啟動 迎特區25周年
楊潤雄籲善用《識法導航》推動國民教育

教
▼育 局 局 長 楊 潤 雄 （ 左 二 ） 在 第 八 屆 《 基 本 法 》 暨 慶 祝 香 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贈書儀式暨問答
比賽啟動禮上，向校長會代表轉贈《識法導航》學習讀本。

教育局昨日舉辦 「第八屆
《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 成 立 25 周 年 全 港 校 際 問 答 比
賽」 啟動禮暨贈書儀式，並向全港小學及中學發出通函，鼓勵學校
和學生踴躍參與，在學校推廣國民教育。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儀式，並代表學校接受紫荊雜誌社送贈
的《識法導航》學習讀本。他表示，該讀本有助學生準備今屆問答
比賽，還可作為學校教學資源，推動《憲法》、《基本法》和國民
教育。
ABC

教育線上

大公報記者 葉心弦
為推廣《基本法》，教育局自2015
年起舉辦《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
賽，至今已有逾十萬名學生參加。教育
局發言人表示，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踏入二十五周年的重要里程，本屆問
答比賽的題目將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來的發展歷程和成就、國家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以及香港自回歸祖
國以來的發展情況，加深學生對國家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認識，了解當中的憲
制關係，從而增強他們的國家觀念和國
民身份認同。」

育。」
據悉，紫荊文化集團向全港中小學
贈送一萬冊《識法導航》學習讀本。紫
荊文化集團專門組織香港和內地的權威
法律和教育專家編寫該讀本，分小學版
及中學版，內容包括《憲法》、《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等法律知識，既
為香港青少年提高法律素養，培養國家
觀念、香港情懷和拓寬國際視野，也為
全港校際問答比賽提供學習輔導。

紫荊贈萬冊書予全港中小學

今屆比賽歡迎小一至中六級學生參
加，學校可於1月10日至21日透過香港教
育城網站填交報名表，參賽人數不限，
鼓勵全校學生參與。
初賽將於2月14日至21日期間，以網
上問答比賽形式進行，設有最積極參與
學校獎和十八區優秀學校獎。至於決賽
則定於六月舉行，現場搶答決定名次，
中小學組別各有冠、亞、季軍及兩名優
異獎得獎者，並設有現場打氣獎。比賽
的詳細資料，可瀏覽教育局 「國民教育
一站通」 網站。

在比賽啟動禮暨贈書儀式上，楊潤
雄感謝三聯書店繼續作為問答比賽的支
持機構，以及特別鳴謝紫荊雜誌社加入
成為支持機構，向全港開設本地課程的
中小學送贈《識法導航》學習讀本。楊
潤雄代表學校接受紫荊雜誌社送贈的
《識法導航》學習讀本時說， 「相信這
份讀本除了有助學生準備今屆問答比賽
之外，亦可作為學校同工的教學資源，
推動《憲法》、《基本法》和國民教

【大公報訊】教育局昨日以
「疫情嚴峻 保持警覺」 為題向全
港學校發通函，全港中小學和幼稚
園須嚴格遵守《學校健康指引》。
就中小學而言，當局指現行有關面
授課堂安排在現階段仍會繼續。此
外，學校在現階段不應舉行大型活
動，包括陸運會、水運會等。

師生須嚴守健康指引
教育局表示，疫情嚴峻，學校
須提高戒備，嚴格做好防疫工作。

初賽報名
日期︰2022年1月10日至21日

日期︰2022年2月14日至21日

學校透過香港教育城網站填交初
賽報名表格。

小學組
（小一至
小六級）

初賽結果公布
日期︰2022年4月
教育局在 「國民教育一站通」 網
站 「最新消息」 公布初賽結果：
獲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及 「十
八區優秀學校獎」 得獎學校名
單，以及進入決賽的學校名單。

教育局通函全港學校
暫停運動會等活動
就中小學而言，現行有關面授課堂
的安排在現階段仍會繼續。學校各
教職員及學生必須繼續嚴格遵照教
育局發出的《學校健康指引》及衞
生防護中心的《預防2019冠狀病毒
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切實執行
每天回校前量體溫、時刻佩戴口罩
及勤洗手等抗疫措施。至於幼稚
園，亦必須嚴格遵守《學校健康指
引》，不應在進行課堂以外的另一
個半天安排學習或其他活動，避免
學生一整天在學校活動。

初賽（網上問答比賽）

教育局指出，學校在現階段不
應舉行大型活動，包括陸運會、水
運會等，以及所有非必要的活動。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的學校如安排學
生在校園內用膳，最理想的做法是
由教師或學校人員看管，讓學生在
校內享用由學校提供的獨立包裝飯
盒，並為餐桌設置隔板。疫情在未
來可能急速變化，局方會密切留意
並配合本港整體防疫抗疫措施的發
展，務求盡早通知學校相應的安
排。

中學組
（中一至
中六級）

決賽
日期︰
2022 年 6 月 中
現場對決，即
場分高下。

楊潤雄訪幼園 為幼師打氣

加強
防疫

初賽設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報名方式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探訪香
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鴨脷洲邨幼
稚園時表示，教師是 「靈魂工
程師」 ，是幫助學童建構知識
和品格的關鍵人物。
教育局剛公布撥款9500萬
元作 「教師專業發展津貼」 ，
資助幼師修讀幼教課程或參加
幼教相關的國際會議等， 「我
就此與同工交流，他們反應正
面，深信他們一定會精益求
精，教學相長，用心教導學
生」 。
面對Omicron風險急增，
楊潤雄呼籲市民減少聚餐及盡
快接種疫苗，同時亦呼籲學校
嚴格做好防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