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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應宣誓 為學子樹榜樣
教界倡須表明效忠基本法 確保育才者愛國

近年，香港社會亂象

叢生，攬炒派政治入侵

校園的情況屢見不鮮，

令人擔憂莘莘學子的將

來發展。中央出手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獲社會各界一致好評。

有中學校長及學生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一致支持中央出手

救港，認為「愛國者治港」可讓社會管治更集中多做惠及民生的工

作，及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香港教育界包括教育局、考評局以至

學校的中高層人員亦應擁有愛國者特質。故他們建議教育局更需要

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培育更多心繫祖國及香港、擁有「接地氣」與

「推陳出新」特質的治港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香港國安法去
年落實後，在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方面立竿見
影，但要讓維護國家安全概念深入民心。有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今年向全國兩
會提交意見和建議，強調在香港落實國安教育
的重要性，並建議國家就香港國家安全教育，
及為提升香港年輕人的國家意識和國家主權觀
念提供支持及幫助。

胡曉明冀指導建教育基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胡曉明表示，維護國家安
全即是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香港國安法去年
６月30日實施後，迅速恢復社會秩序，居民
重回正常生活，大家深切體會到國家安全與生
活息息相關。然而，國家安全涉及面廣，有國
土安全、軍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
利益安全、新型領域安全等多個方面，有些更
是專門領域知識，香港在這些領域存在短板。
為此，他提出3點建議︰
一、由於香港突出的社會狀況及特有的教育

制度，有需要為香港特別設計一套教材。這套
教材需要雙語，讓使用不同語言的年輕人也能
接受國家安全教育。
二、國家指導在香港建設國家安全教育基

地，並由國家選派軍事教員、國家安全專家，
為推動國家安全教育人員提供培訓及考核，並

為香港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等提供顧問指導
及協助，讓香港推動國安教育的人員及機構，
正確及充分掌握當前國家安全形勢，了解維護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全心全意落實教育工作。
三、國家考慮在軍事院校、國防大學、外
交學院預留一定招生名額，選拔培養香港學
生入讀，以及為香港學生提供更多考察交流
機會，加深學生對國家安全、外交、國防等
國家事務的深入了解，加快香港年輕人融入
國家發展。

龍子明建議設教育紀念館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表示，香港國安法去年

落實後，在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方面立竿見
影，但要讓維護國家安全概念深入民心，成為
港人自發自覺的行為，依然任重道遠。他建議
有必要在香港設立國安法教育紀念館。
他表示，設立國安法教育紀念館，可以為香

港學生和市民提供認識止暴制亂和維護國家安
全的實物材料；可以幫助大家認清反修例黑暴
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
繁榮穩定的本質；可以揭露黑暴「顏色革命」
的本質；可以彰顯警隊已成為當之無愧的維護
國家安全、守護香江安穩的忠誠衛士，讓香港
警隊贏得市民更由衷的信任和愛護，警民齊心
守護「一國兩制」、共建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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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盼中央助推國安教育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無論是

作為中學校長，抑或是作為普通市民，
我都非常認同『愛國者治港』的理
念。」
他提到，香港社會近年出現動盪、
經濟下滑等情況，對香港，甚至祖國均
帶來很大的影響，為了帶領香港走出困
境，讓熱愛祖國及香港的人管治是箇中
關鍵。
伍煥傑認為，愛國者需要對國家抱
有堅定的信念與感情，「身為中國人，
必須要對國家作出貢獻；若單從個人、
政治利益出發，這對香港並無好處。」
他並認為治港者需要有「體察民

情」的能力，「他們要知道民間疾
苦，必須要『接地氣』，才能知道如
何為社會服務」，而身為在上位者，
更需要有推陳出新的思維，「既然要
傳承中華文化的精髓，亦要擁有敢於
創新的想法；推行任何的政策、措施
均不能違背身為中國人的身份與基
因。」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亦非常支持中
央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挑選對國家效忠的治
港人才可謂理所當然。」他認為，教育
局、考評局等固然要以此為用人標準，
但不僅是在香港管治層面，該原則同樣
適用於教育界，「香港大多學校都是官
立或接受政府資助，學校中、高層人員
均需要有愛國者特質，甚或可仿效公務
員進行宣誓，要求教職員效忠基本法，
確保他們為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伍煥傑：須杜絕滲「獨」者參選
黑暴延禍逾年，不少心智不成熟的
學生受到荼毒，甚至遭政客煽動誤入違

法歧途。伍煥傑認為，一個健康的議會
應該有效地反映民眾聲音，「惟很多所
謂『議員』利用外國勢力挑釁特區、甚
至是中央政府，大大影響『一國兩制』
的推行」。他認為，「有意參選，應以
地區事務、關注弱勢市民福祉為重，需
要在制度上杜絕滲『獨』參選人」。

黃晶榕：國民教育須成「必然」課程
黃晶榕亦表示，這些所謂政客舉手

投足均會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可見完
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有其必要，確保效
忠於國家及民族的人參與香港事務，才
可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
在教育方面，他認為要培育心繫祖

國及香港的人才，課程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學生需要對我們的國家、民族有
所了解，但單靠課外活動進行教育效果
有限，因此局方需要大力推動國民教
育，將相關元素融入課程，讓『偶然』
的活動變成『必然』的課程。」

中六生：議員不能從事越權活動
培僑中學中六生姜同學說，香港作
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府官員一
言一行固然要遵從「一國兩制」原則，
並以愛國愛港的心服務市民。由於內地
發展迅速，特區政府可以從內地汲取經
驗，多做惠及民生的工作。
談到香港的選舉制度方面，姜同學
表示，「香港是多元社會，議會內可
以存在不同聲音，惟議員需要務實進
行地區工作，不能光叫『假大空』的
政治口號，從事與職權內不相關的政
治活動。」
他笑言，自己剛好成年，已經登記
成為選民，未來會以此標準投票，期
望選出真正為香港市民服務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
連日來，香港各界
青年通過多管道發
聲，支持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全面落
實「愛國者治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

祖輝表示，全國人大作
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此次全國人大審議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草案）的議案，完全
合情、合理、合法。
康樂區居民協會社

區主任馬軼超表示，
構建有香港特色、適
合香港未來發展的選
舉制度，可以給真正
愛國愛港人士提供更
廣闊的天空。
駿青會主席王子成

表示，堵塞香港現行
選舉制度之漏洞，是
完善「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的治本之策。
全國青聯委員王紹

恆表示，將全面支援
香港大學生及畢業生
到大灣區學習、就
業、生活，增強他們
對祖國的向心力。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員謝曉虹表示，相信香港青年
在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穩
定、更健康的政治經濟環境
下，能夠一展抱負，為香港及
祖國貢獻力量。
香港江西社團總會青委會主

任王劍表示，青年要為香港與
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守護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的士總會會長林曉輝、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陳曉鋒
表示，只有愛國者才能治理好
香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對香港有利，符合國家和香港
的長遠利益。
香港青協副總幹事魏美梅、

香港青年時評員協會副主席陳
志豪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可以重新聚焦經濟民生議
題，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教育界建議政府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培育更多心繫祖國及香港、擁有「接地氣」與「推陳出新」特質
的治港人才。圖為本地中學的開學升旗禮。 資料圖片

美化反修例黑暴的電影《理大圍城》竟獲上映！該片充斥着暴
力、罪惡以及令人厭惡的言語和行為，更煽動對抗警方和特區政
府，散播仇視國家情緒，有違反《電影檢查條例》及香港國安法
的明顯嫌疑，電檢處應依法禁播該片，以免顛倒是非、荼毒社
會。

《理大圍城》全片對黑暴行為大肆美化，以黑衣暴徒的角度敘
事，將之描繪為「香港人受極權打壓」的象徵，全片以大篇幅細
致記錄嚴重犯罪行為，甚至有青少年使用具殺傷力武器的鏡頭，
不單是意識不良，而且影片本身就涉嫌違法。有淫褻物品審裁處
前審裁委員指出，充滿暴力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可以被列
作不雅，電影大肆美化及鼓吹的違法行為，令公眾不安，對青年
人造成巨大不良影響，有關電影不應上映。

根據香港《電影檢查條例》 規定，任何擬在本港上映的影
片，均須事前送交電影報刊辦審批及評級。而《電影檢查條例》
第10(4)條規定，對於一部申請公開放映的影片，條例賦予電影
檢查監督三個選擇：批、禁、剪，電檢處有權力和責任制止不法
或意識不良的內容上映。歌星鄭秀文歌曲《實不相瞞》的MTV
宣傳片，因為描繪一宗謀殺案而被電檢處禁播。《理大圍城》的
影響更惡劣更嚴重，更應依法將有關影片列為「禁片」。

佔據理大的黑衣暴徒攻擊警方、抗拒執法，根本是已犯下香港
國安法中的顛覆政權罪。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三條，任何人煽
動、協助、教唆他人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即屬犯罪。《理大圍城》公然散播仇警、
反社會，甚至顛覆特區政府等訊息，已經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電檢處更須果斷行動，禁止該片上映。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世界各國的國家安全法都會
涉及文化領域。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中提出了 11 類國家安全，其中就包括文化安全。
《理大圍城》打着創作自由的旗號，鼓吹暴力、煽動顛覆政權，
毒害年輕人，法律難容。

《理大圍城》煽暴違法必須禁播
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香港實現良政善治創

造了前提條件，也翻開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的新一
頁。在新的大時代背景下，應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
勢，對治港者的管治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由
愛國愛港者組成的管治團隊要努力加強能力建設，通過
不斷學習培訓，全方位提升管治智慧擔當，提升破格創
新、與時俱進的能力，能夠觀大事、察民情、敢作為、
善作為；另一方面，要形成有效機制薦賢舉能，不拘一
格尋覓任用更多愛國愛港的賢能人才，為施政帶來新視
角、新思維、新氣象，為香港發展經濟、根本解決深層
次問題開創新局面。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環境出現更
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國家「十四五」規劃開局，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開啟，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
新發展格局，機遇無限也挑戰無限；在香港，儘管國安
法讓香港由亂及治，完善選舉制度為落實「愛國者治
港」營造良好管治環境，但必須正視的是香港攬炒勢力
和外部勢力並不會善罷甘休，多年積累的發展和民生問
題相當嚴重，有些問題甚至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如何
盡快提升駕馭複雜多變局勢的能力，帶領香港揚長避
短、突破困局，是新形勢下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治港者必
須面對和解答的課題。

正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所指，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下一步是「愛國力量的建設」，中央將對特區
管治團隊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以有效解決香港社會中
一些深層次矛盾，應對反中亂港勢力在民間繼續興風作
浪以及西方國家的打壓。香港的管治隊伍未來可謂重任
在肩，這就要求治港者不僅必須是愛國者，還須是賢能
者、擔當者，要具備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又是「一國兩制」下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特區的管治者必須有胸懷國家、面向世界的視
野和觸覺，對「一國兩制」有更全面深入準確的了解，
要善於觀大勢謀大局抓大事，把握國家和世界發展的脈
搏和機遇，開創性地制定新的發展策略；同時善於體察
民情民意，制定並落實更順民意、更得民心的惠民政
策。

香港產業轉型升級說易行難，土地房屋、貧富懸殊、
青年向上流動等問題千頭萬緒，面對這些重大困難考
驗、重大矛盾問題，管治團隊必須敢於擔當、敢於攻
堅、敢啃硬骨頭，以大膽創新、加強協同作戰的管治新
思維和新作風，提升綜合施策能力，推動香港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抓住「十四五」巨大機遇，為香港謀
出路、促發展。

長久以來，受社會高度政治化的影響，香港的政治
管治生態不正常，令不少有能之士對進入管治團隊敬
而遠之，也是香港管治人才不夠、管治效能不彰的重
要原因。事實上，香港並不缺素質優異的人才，香港
擁有大批商業、金融以及法律等專業人才，具有良好
的學術素養，熟悉國際運作，當中仍有不少人願意樂
意建設香港、服務社會、報效國家。這些人才只要通
過公共政治的適應性訓練，可以很快參與各類各級管
治事務。

未來香港的政治生態出現良性轉變，將為有能力、有
視野的愛國人才提供大展拳腳的良機和平台。特區政府
在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
制度後，應根據均衡參與和更具廣泛代表性的原則，提
供更廣泛的進入管治架構渠道，形成完整的政治旋轉
門，挖掘、培養、選拔更多有擔當、有情懷的愛國賢能
者，並委以重任，讓特區管治團隊和社會各界心無旁騖
聚焦發展和惠民，攜手推動香港再創繁榮穩定。

愛國者行良政善治 須提升能力覓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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