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十年，是國際風雲變幻的十
年，是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十年，
也是 「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實踐的十
年。十年來，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
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方針，積極應對
香港內外環境的變化，採取一系列標本
兼治的舉措，推動 「一國兩制」 在香港
的實踐劈波斬浪，奮勇向前，取得歷史
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香港市民更
加深刻地認識到，在中央堅定支持下，
香港未來必能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中宣部昨
日舉行 「中國這十年」 系列新聞發布
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王靈
桂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 「一國兩制」 在
港澳的成功實踐。過去十年， 「一國兩
制」 理論開闢新境界、 「一國兩制」 制
度體系更加完善、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
定良好局面、香港澳門加快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取得
的歷史性成就，舉世矚目。
習近平總書記對 「一國兩制」 和港
澳工作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將 「一國兩制」 的規律性認
識提升到一個新高度，為推進新時代

「一國兩制」 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是
港澳實現新發展的根本原因。過去十
年，香港發展出現新情況，更一度出現
嚴峻局面，中央審時度勢，制定香港國
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這一系列舉措完
善了香港 「一國兩制」 的制度體系，為
香港長治久安、推動 「一國兩制」 實踐
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十年來，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的良
好局面。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經濟蓬勃
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穩固，創新產業迅速興起，自由開放雄
冠全球，營商環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
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制度得到保持和發
展。香港連續二十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
由經濟體；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上，香
港長期位居前列；香港數次登上全球首
次公開招股集資額的首位，香港的全球
金融中心指數排名則回升至第三名。今
年三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讚揚香港金
融體系穩定，再一次肯定香港作為主要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十年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步
伐加快。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

部署、親自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
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廣深港高鐵、港珠
澳大橋和多個口岸相繼建成開通，橫
琴、前海、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加
快推進，內地和香港規則銜接、制度對
接不斷深化，生產要素跨境流動更加快
捷，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持續完善。隨着香港和內地的聯繫越
來越緊密，交流合作越來越頻繁，港人
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日益增強，愛國
愛港力量不斷增長，同 「一國兩制」 相
適應的主流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七一重要講話
中，明確向世界宣告： 「 『一國兩制』
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
須長期堅持！」 這一重要講話一錘定
音，掃清了對香港前途的疑慮。二十多
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 是
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好制度。香
港各界相信，有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
有 「一國兩制」 方針的堅實保障，在實
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程
上，香港一定能夠創造出更大輝煌，一
定能夠同祖國人民一道共享中華民族徫
大復興的榮光！



一國兩制實踐劈波斬浪奮勇向前

渣馬翻生皆大歡喜
第25屆渣打馬拉松原訂11月20
日舉辦，香港田徑總會上周五等
不及政府答覆，自行宣布停辦，
引起社會廣泛回響。經過多方積
極溝通協調後，峰迴路轉，田總
昨日表示積極計劃於明年2月12日
舉辦。渣馬由 「停辦」 到 「翻
生」 ，可謂皆大歡喜。
近月香港疫情反彈，如何在
疫情下確保賽事安全，是一項嚴
峻的挑戰。由於疫情因素，香港
多項賽事受到連累，包括上月的
「天水圍10K」 被迫喊停，每年一
度的渡海泳不得不減少參與人
數，原定明年在香港舉辦的世界
龍舟錦標賽移師他國等，都令不
少市民感到遺憾。
而最令大家關注的莫過於渣
馬會否停辦。連日來，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體育專員
楊德強都表達了特區政府希望在
不影響抗疫措施下舉辦賽事的積
極意願。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
明，希望體育專員可以和主辦方
探討方案，看看有沒有空間可以

再安排新的舉辦日期，希望各方
面共同努力，令香港可以繼續辦
這場重要活動。
在特區政府全力支持下，賽
事得以繼續舉辦，令人驚喜。現
在大家期望田總盡快公布賽事的
具體安排，如路線、參與人數限
制以及防疫措施等。事實上，渣
馬是香港的國際盛事，續辦渣馬
不僅可以展示香港的活力，也可
以展示香港的抗疫成績，這是
「說好香港故事」 的重要平台，
理應好好把握。
將渣馬推遲到明年舉行，組
織方可以有更多時間籌備及宣
傳，爭取更多國際選手參賽；特
區政府有充裕時間協助主辦方防
疫及商討交通安排，確保賽事安
全；跑手在準備方面更加從容，
有利於爭取更好的表現。
對一般市民而言，支持盛事
的最簡單最有效方式，莫過於接
種疫苗。接種率愈高，抗疫屏障
愈牢固，離生活復常、
龍眠山
恢復通關就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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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兩地教育交流 十年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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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預留土地 供內地團體建校

自香港回歸祖國，
教育局在推動內地與本
港的教育交流上一直不斷
努力。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日前
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過去十年，香
港教育雖然經歷了種種挑戰，但在推動國民
教育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無論在高等
教育、職專教育以至基礎教育的交流合作，
都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方面，有香港辦學
團體在大灣區開辦分校，特區政府亦支持內
地辦學團體來港辦學，目前已預留一處在天
水圍濕地公園附近的土地供建校，有關計劃
已進入審批階段。
大公報記者 張凱晴

內地與港締結2100對姊妹校

上
線
育

教

十年間教育局帶領教育界改革，蔡
若蓮局長談及，這段期間在國家教育部
的支持與各相關教育主管部門協調推動
下，香港的高校與多個省市的高校結
盟；目前，香港有五所全球100強大學
在大灣區開展合作辦學；自2012/13學
年起，通過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學生計劃」 ，鼓勵香港青年到內
地升學。

多間港院校落戶大灣區
蔡局長舉例，目前香港浸會大學與
北京師範大學於珠海合辦聯合國際學
院，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大學合辦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
州）已於今年9月正式開學。香港城市
大學、香港都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
香港大學正積極推動合作辦學項目。
除高等教育交流外，國家在 「十四
五」 規劃及大灣區建設的發展中，國家
教育部支持香港辦學團體在大灣區開辦
香港課程學校，以便為港人子女提供一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左）和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右），闡述
「香港近十年教育發展」 情況。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條龍中小學教育服務。蔡若蓮表示，例
如培僑、民心、信義等港人子弟校。特
區政府也大力支持內地辦學團體在香港
開辦內地課程學校，目前已預留一處在
天水圍濕地公園附近的土地供建校之
用，有關計劃已進入審批階段。
對於跨境生這個群體，結合現時的
香港防疫政策，是否可以考慮恢復定點
跨境巴士，或者允許跨境生兩地往返？
蔡局長向《大公報》解釋，目前跨境生
面對的最大困難，恰恰是 「他們需要每
日跨境往返」 。她說，就算香港不久後
實行 「0＋7」 能夠幫助他們來港，但回
內地時仍然會遇上困難。因為內地的防
疫安排是以小區防控，不要說跨境，連
他們想到鄰近的區也很困難。即使目前
他們可以來港，也會難以返回內地；每
日跨境往返的難度更大。目前跨境生要
進行面對面的課程都比較困難。

教育局多方位支援跨境生
雖然困難重重，教育局正盡力給予

這些跨境生支援。蔡局長表示，在並非
面對面的情況下，學校目前已全面採用
混合教學模式。例如香港上網課，而內
地學生同時進行，技術已可以做到。
此外，局方的功課和心理輔導小組
是面對面為學生進行輔導，派非政府機
構的專家到內地支援，人員均取得相關
學歷資格，共有幾十組。另外，局方更
設有服務站，為家長和學生提供聚腳
點。
學生長時期進行網課，難免與校園
有些脫節。有跨境生較多的學校會安排
兩位老師到內地設置像補習班的分校，
在課室看着學生上課。據蔡所知，有些
北區學校目前已選擇這樣做。局長提及
教材處理問題，已聯繫出版社，讓跨境
生可下載全電子版，免卻運輸及清關的
麻煩。
蔡局長又表示，跨境生的考試亦可
做到同步，如有姊妹校會借用場地，並
設監考。她形容，除不能面對面之外，
所有學習相關的都有支援。

香港近十年教育
作育 發展除了高等教育上的
英材 合作，還有各式各類的
交流活動和人員互流。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實際交流是
與內地建立感情聯繫的好方法，透過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去令感情自然增
長；而與內地建立姊妹校的關係，
亦令港生與內地生可長時間持續交
流。
據局方數據，2004年至今已約
有780所香港學校與內地學校締結成
超過2100對 「姊妹學校」 ；而 「學
生內地交流計劃」 的學生參加人次，
由2012/13學年的兩萬多人次逐步遞
增至2018/19學年的七萬多。

教育局以 「多重進路、互相配
合」 的方式，落實國民教育；從
2018/19年起，把初中中國歷史科列
為獨立必修科；加強《憲法》、《基
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並以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強化學生的
知識基礎及慎思明辨能力，正確理解
國家發展、香港定位以及世界大勢。
創知中學黃晶榕校長表示，目
前愛國教育都是在各科目中滲入，以
升旗禮等說道理的活動為多。但他認
為，愛國其實是一半是理性，一半感
性的，建議多說對國家有貢獻的人的
故事和事跡，令學生透過了解國家偉
人而建立與國家的感情聯繫，增加對
國家的認同感。

深圳培僑響應 辦內地DSE考試
早前考評局宣布
將於2024年起，接納
便利
學生 內地合資格學校舉行
DSE考試，內地生屆時
毋須來港便可應考大部分科目。教育
局局長蔡若蓮透露，目前正式申請考
學校資格的，只有深圳香港培僑書院
龍華信義學校，而局方正努力處理試
場成本及保安問題。
蔡若蓮表示，培僑現時的一些
中五生將來便是第一屆考內地DSE的
學生。 「因為報考其實是中五開始申
請的，而以學校考生身份參加的考
生，需要進行校本評核；又因校本評
核是中五起開始計算，因此局方在與
考學校的身份上會盡快處理。」

實際操作方面，當局要考慮到試
場的成本及保安。蔡若蓮說，考評局
在技術、保安、人力上作出安排，以
及大家都知道DSE的試卷都是早上才
到保險箱取出，然後送去試場的。在
內地的話亦要涉及提早過境、事後又
要由保安密封送回香港考評局中心。
在試場方面，大灣區只有一所
學校參加，就算未來再多一兩間學校
申請，也不可能沿用香港的試場分配
方式， 「因為今日在南沙考，明天在
東莞考，這是不可行的，因此局方要
看實際的情況。」 考試並不止四個核
心科目，還有選修科，對於只有幾人
應考的科目，會否為其特設一個試
場，局方也需要考慮。

培
▲僑校友將《大公報》有關培僑生抗美援朝的報道版面，置
於校友會會所內展示。



培僑先輩參加志願軍 校史館永存《大公報》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蘇薇報道：70
多年前，香港培僑中學有20多名學生
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
昂，跨過鴨綠江，參加保家衛國戰
爭。
大公報記者從兩年前開始，鍥而
不捨，挖掘培僑學生參戰的愛國故
事，聯繫到多位仍然健在的培僑前
輩，講述驚心動魄的戰爭故事。今年
第九批在韓志願軍遺骸歸國，國家有
關方面更邀請了兩位培僑學生代表前
往瀋陽參加迎接儀式。《大公報》持
續跟進、連日報道，這些系列報道發
表後，引起熱烈反響，志願軍成為不
少香港校園的熱門話題。培僑北京校

友會專門將《大公報》報道版面整理
好，在校友會會所內展示。
反響最大的是香港培僑中學，
《大公報》的每一次報道，都會在校
園掀起熱潮，學生們爭相閱讀。校長
伍煥傑表示，《大公報》對培僑前輩
參加朝鮮戰爭的一系列訪問和追溯，
成為最好的愛國主義教材，培僑學
生、老師和校友都倍感光榮，伍校長
說： 「非常感謝《大公報》，這是很
好的示範教育，將兩代人之間、培僑
人與祖國之間都緊密相連。」 學校正
計劃將這些報道編排整理好，作為珍
貴校史的一部分，在校史館永久保
存。

▲香港培僑中學學生代表姜霏梵和曲木之懿，早前在內地出席人
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回歸祖國的迎回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