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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辛识平

29 日，香港杰出青年协会访京团一行与
全国青联委员展开座谈，进行深入交流。热烈
而坦诚的对话，不仅加深了两地青年的相互
了解，也发出了携手同行、共创未来的青春之
声。

两个多月来，香港违法暴力活动的持续
升级令人揪心。眼见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被破坏，眼见香港的民生和经济受到冲击，内
地青年和广大香港青年无不忧心如焚。更令
人痛心的是，少数年轻人受到反中乱港势力
的蛊惑和怂恿卷入其中。在 25 日非法集会
中，暴徒多次冲击警方防线，警方共拘捕 36
人，年龄最小的竟只有 12 岁。

这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幕，是香港之痛，更
折射出香港内外的反中乱港势力的险恶用
心。是谁煽动涉世未深的青年“违法达义”？是
谁把暴力行径美化为“美丽的风景线”？是谁
鼓动别人违法，自己却跑到美国名校“进修”？
他们的谎言与欺诈，无非是想把香港青年变
成实现其险恶图谋的棋子和炮灰。在铁一般
的事实面前，广大香港青年当擦亮眼睛，看清
“祸港四人帮”以及一些美英政客等反中乱港
势力的真实面目，认识到乱局持续只会毁掉
自己的大好年华和香港的未来，坚定地向暴
力说“不”，齐心守护狮子山下的共同家园。

人生之路，有坦途也有陡坡，有平川也有险
滩，有直道也有弯路，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前
行方向。当前，香港形势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
局面，是任由违法暴力活动愈演愈烈、毁掉美好
的家园，还是共同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自暴
自弃、自甘沉沦，还是拼搏奋斗、打拼出一片新
天地？每一名香港青年都应当深思，作出正确选
择。

当前，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一些
困难和问题，诸如产业单一 、房价高企 、薪
水偏低、竞争压力大、青年人向上流动机会

减少等，年轻人因此产生一些情绪和焦虑在所难免，他们的关
切和期盼值得重视。但是，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把香
港推向黑暗的深渊。只有在文明法治的环境中，生活才能有序，
百业才能兴旺。这是香港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广大香港青年
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香港的未来与祖国发展大局紧密
相连，只有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成就一番
事业。近年来，无论是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是投身科技创
新大潮，抑或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现机会，越来越多的香港
青年勇立时代潮头，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祖国共进，与时
代同行，香港青年的人生舞台无比宽广，未来必将大有可为！

“我与你同坐这条船……齐齐令它不遭破损，困境挑战奋勇
地面对……”这首香港老歌《同舟共济》最近又火了起来，它唱出
了香港青年和内地青年的共同心声。正如香港青年民建联主席
施永泰所说，“香港年轻人和内地年轻人是家人、朋友”，两地青
年心连心、肩并肩，一定能携手开创美好人生，共享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荣与梦想。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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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暴力乱象使香港面临回
归以来最严峻局面，不但法治基石
被侵蚀，安宁环境遭破坏，经济民生
受重创，更为严重的是“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不断被挑战，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受到威胁，这是中央
政府和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近 14
亿中国人民绝不能容许的。当前摆
在我们面前的，是要守护“一国两
制”还是要毁掉“一国两制”的决战！

两个多月来，香港“反中乱港”

势力和一些激进分子以“反修例”为
幌子挑起事端，大肆进行各种乱港
活动，暴力行为不断升级，不仅已完
全与修例无关，而且完全突破法治、
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从攻击警署警
察、打砸纵火、阻断交通到围殴普通
市民和游客、记者，从冲击特区立法
机关到包围中央驻港机构，从撕毁
焚烧基本法到侮辱国徽国旗，暴徒
在其背后势力的策划指挥下已不只
是要瘫痪香港、瘫痪特区政府，矛头
更直指“一国两制”、直指中央。

罪证凿凿，这些宵小之徒的图
谋昭然若揭，根本不只是要“乱港”，
更意在“反中”。暴徒气焰嚣张地鼓吹
“港独”，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的口号，叫嚷“与中国断交”。暴乱组
织策划者公开发表言论，有恃无恐
地攻击中央政府，厚颜无耻地称香
港人是“伟大的民族”，更大肆唱衰中
国，公然叫嚣颠覆国家。“反中乱港”

头目还频频接触西方政客和驻港“外
籍人士”，毫不遮掩地向西方反华势
力求保护、求资源、求指示。事态的危
害性与严重性已充分显现，“反中乱
港”分子与外部势力深度勾结，有组
织、有预谋通过制造社会动乱，意图
摧毁特区政府管治权威，进而夺取
香港的管治权，企图通过制造香港
乱局来牵制整个中国，甚至妄想将
“颜色革命”渗透到中国内地。

香港今日乱局之症结，已经再
明显不过了。要挽救香港、守护好香
港最广大市民根本利益，必须铲除破坏“一国两制”的毒
瘤。关键时刻，必要正本清源。守护“一国两制”，符合香港
市民利益，符合香港繁荣稳定实际需要，符合国家根本利
益，符合全国人民共同意愿。守护“一国两制”，必须准确
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是本，是必须
毫不含糊坚守的。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
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
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当前在香港发生的“暴”与“乱”，就是对“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的严重冲击，政治危害极严重、社会影响极恶
劣。面对“反中乱港”势力的邪恶与疯狂，面对他们不断升
级的暴力，香港各界同胞当更加勇敢地高扬正气，高举爱
国爱港旗帜，在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上深化认识，凝聚共识，形成全社会维护法治、守
护家园的坚强力量。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更
紧密地连心挽手，共同筑起守护香港、守护“一国两制”、
守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万里长城，就定能挫败“反中
乱港”的丑恶阴谋，就定能还香港、还中国、还世界一个风
清气正、和谐安宁、风采依然的“东方之珠”。

此刻，我们要向台前幕后的“反中乱港”分子和势力
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中国的香港绝不容许你们继续作乱
下去！最广大的香港市民不允许，全体中国人民不允许！
触碰、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罪活动必被依
法追究、予以惩治！对于邪恶，我们同仇敌忾！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查文晔)8 月 29 日下午，
全国青联接待了香港杰出青年协会访京团一行 24 人来访，香
港杰出青年与内地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青联委
员等围绕“‘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与青年一代的责任”这一
主题深入交流。

大家认为，香港回归的 22 年，也是“一国两制”方针在香
港成功实践的 22 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在香港特区政府带
领下，香港全体市民勠力同心、共克时艰，在经历了一系列冲
击后，经济平稳发展，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
位，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和最具发
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与祖国内
地的交流全方位拓展，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
了独特贡献。这些成功的实践都源于切实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和基本法。

大家表示，两个多月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以“反
修例”为幌子进行各种激进乱港活动，暴力行为不断升级：从冲
击特区立法机关，到包围和冲击中央驻港机构；从围攻警署、暴
力袭警，到打砸纵火、地铁堵门、瘫痪机场、围殴旅客和记者……
持续不断的暴力行径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对香港的经
济发展造成负面冲击。如今的香港，旅游、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
受到严重影响，访港旅客数字从 7月中开始持续下跌，失业率上
升，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创 10年来新低。如若暴力事件持续，将对
旅游业及与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构成重大干扰，进一步打击经
济气氛，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声誉。

大家一致认为，尽快止暴制乱，还香港一个风清气正、繁
荣和谐的环境，守护香港经济民生的根基，是人心所向。访京

团团长、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副主席陈建强表示，当此非常时
期，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将与社会各界一道，坚定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队依法止暴制乱，并强烈呼吁广大
香港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
“一国两制”，捍卫法治与社会秩序。访京团荣誉团长、全国政
协委员、“守护香港大联盟”召集人黄英豪表示，无知不是分裂
的借口，年轻不应该是被人利用的理由，暴力只会令香港的法
治及公共秩序和经济信心蒙羞，让香港经济陷入危机。年轻一
代是香港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关系到香港和祖国的未
来。希望广大香港青年秉承家国情怀，坚持理性思考，看清迷
雾背后的历史真相与前行的正确方向，为香港早日走出乱局、
恢复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全国青联主席汪鸿雁指出，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反修
例”风波愈演愈烈，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当前
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守
护我们的家园，阻止香港滑向沉沦的深渊。在这关键时刻，需
要所有爱国爱港力量团结一致，为实现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发
展继续努力。希望包括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在内的广大爱国爱港
青年社团继续带头弘扬正能量，发出好声音，共同守护香港的
和谐与稳定；主动融入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促进内地
与香港共同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多搭台、多搭梯；做促进
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交流交融的积极实践者。

香港杰出青年协会成立于 1977 年，由历届“香港十大杰
出青年”的当选者组成，会员 300 多人，来自香港各行各业，包
括多位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咨询委员会
成员以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内地与香港杰出青年在京共话“一国两制”

香港乱象背后的教育“病因”
新华社香港 8 月 29 日电(记者刘欢)两个多月以来，香港持

续发生极端暴力违法事件，一些年轻人包括学生受“反中乱港”
势力教唆参与其中，冲击香港法治，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侮辱国徽、国旗，甚至喊出“港独”口号。这些本该安心学习的学
生却做出无法无天的恶行，既让人愤慨、痛心，又值得深刻警醒
和反思“暴”与“乱”背后的香港教育“病因”。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顾敏康近日撰文指出，如
果说香港的教育“病”了，那么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问题，其次是
教材出了问题。因为教育效果如何，关键在于什么人教和教什么
内容。如果教师客观中立，则学生幸运，有可能被培养出真正独
立和客观的思考能力。

由香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人
员协会”(简称“教协”)，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
最多的组织，但其领导机构却长期被反对派势力所把持。2016
年 8 月，“教协”负责人叶建源公然表态支持中学生在校园内宣
扬“港独”。今年 8 月中旬，“教协”还主动发起游行活动，更纵容
乱港团体煽动学生罢课。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站发帖文表示，有些办学
团体和校长不敢处理政治立场偏激的老师，养虎为患，最终被噬
的是自己。中学教育环境必须净化，未成年人不应参加政治运
动，这句话不得含糊。

香港教育之病还在于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以
及无序加入通识教育。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曾直
言，这都是一个灾难，令香港学生变得“通通唔(不)识”，结果培
养出一代缺乏历史感、文化观，没有理想、楷模的年轻人。

香港回归前，通识教育只是选修课，2009 年开始列入必修
课，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2012 年开始，通识教育被列入香港高
考必考科目，重要性可想而知。

然而香港高中通识科推行 10 年，市面上的所谓“教科书”被

多次揭发存在偏颇或错误内容。其课程内容、评核方式及存废等
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一些学校的通识教育各类教材常见如下内容：攻击“一国两
制”；美化非法“占中”；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负面解读内地存在
的问题，或者直接丑化；介绍内地时引用过时的数据；引用典型
的西方视角下关于中国话题的负面结论。

2013 年，“教协”出版《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以“占领中
环”为议题》，注明是“公民及通识科教材”，并请到非法“占中”发
起人戴耀廷作顾问。

持有这种激进立场的教师去教通识课，去给学生们讲述香
港的示威游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香港
中小学校现有约 6 万名教师，其中不乏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教
师。通识教育就是他们进行政治引导的一个平台，他们借此对学

生进行煽动。
有资深通识科教师建议，教育局有必要审查通识教材，也

有必要考虑规定统一教材。特区政府要理直气壮地去做，因为
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0 年，香港取消中国历史科为必修科，专家认为一些香
港青年因此在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根的课程框架里长大。香港回
归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对中国历史认知不够是普遍现象。

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骏告诉记者，更严重的是一些教
师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和丑化，对学生起了负面引导作用。他
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阐述、对学生的引导，助长了年轻人对现
状的不满。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历史科于 2018/2019 年度成为独立
的初中学校必修科。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2018 年 5 月公
布的新课程大纲，香港史将不再列为独立课题，而是融入不同
的中国历史课题，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

两个多月来，极端分子公开侮辱国徽、国旗，高喊“港独”口
号，种种言行深深刺痛了广大香港和内地民众的爱国心，而这
也正是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缺失所带来的恶果。

“看看报章上的报道，好多有关内地的事情都被描述成负
面的，青少年耳濡目染，他怎么可能对国家形成客观的认识。”
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痛心地说，香港缺失正面引导
的国民教育，却充斥着反对派负面宣泄、充满仇恨的“教育”。

香港要拨乱反正，必须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并尽快推行国
民教育。对学生推动国民教育，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是世
界各地一贯做法，合乎港情世情，也是民心所向。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希望现在的年
轻人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香港回
归祖国，不只是换个旗、改个名，港人要有一个心路历程，去认
同国家、民族，接受国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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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8 月 29 日电(记者张雅诗)新学年即将开始，莘
莘学子忙于为开学做准备。近年，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到内地
升学，他们期望借此拓宽视野，并为未来发展铺路，其中就包括
在广州中山大学修读考古专业的港人黄诺晴。

“在这里读书感觉很充实，最开心是可以经常参加学校举办
的考察活动。”今年读大三的黄诺晴告诉记者，在内地读书期间曾
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敦煌、青海、桂林等地考察学习，了解国情。

通过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生计划入读中山大学的黄诺晴认
为，内地高校专业种类多，是吸引香港学生的原因之一，例如考
古学就是香港高校没有的。

免试招生计划于 2012 年开始推行，内地高校依据香港中学
文凭考试(相当于内地高考)成绩择优录取学生。参与这计划的
学校数目由最初 63 所增至目前的 112 所。部分新增的院校开办
了香港高校未能提供的课程，为港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科选择。

“我们班上有香港同学，有时候在选修课上也会遇到不少。”
在校园里，黄诺晴不时碰到香港同学的身影。她说，在学校其他
活动中也认识了一些来自香港的学长。

负责处理免试招生计划申请事宜的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

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参加免试招生计划的港生人数增加
9 .2%，占报考中学文凭考试考生人数的 6 .25%，是自 2012年免试
招生计划推出以来的新高。

香港汉华中学校长关颖斌告诉记者，最近该校有部分同学报
读内地大学，今年就有同学成功考上上海复旦大学航空航天学专
业。

对于近年越来越多香港学生愿意赴内地升学的这一趋势，
关颖斌说，内地一些专业位于世界排名前列，加上内地发展机会
较多，同学们也希望把握机会为国家作出贡献。

作为过来人，黄诺晴坦言，像她这样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学
生，最初会较难适应内地校园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模式，幸而内地
同学都很乐意提供协助，例如教授普通话，慢慢地就能适应下
来。

对于打算到内地升学的香港学生，黄诺晴提醒，内地与香港
的数学课程度有差异，香港同学若想选修数理科相关的专业，可
以先参考内地高考的相关教材和题目。“另外，要爱惜光阴，珍惜
读书的机会，在宿舍没有父母管着，就更加要自律。”她说。

7 月，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在港举办免费讲座，向

香港同学介绍在内地读书和生活的情况。应届香港中学毕业
生吕同学参加了那次活动。她说，到内地读书是一个好选择，
除了为自己预备多一个升学途径外，更让她有机会接触更多
新事物和建立人脉。

在华南师范大学修读历史专业的港人唐李骅，特意在暑假
期间回港，以学长身份介绍他在内地读书的体验。他说，内地学
生的学习态度很积极，这样浓厚的读书氛围在香港比较少有。
至于毕业后的打算，他希望投身教育界。

数据显示，今年报名到广东省高校就读的港生人数显著
上升。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主任巩万认为，《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有一定推动作用。另外，香港居
民可参加内地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新政策，也吸引更多港
生报读内地师范大学。

目前港生升读内地高校主要可通过三个途径，除了参加
部分院校的免试招生计划外，还可参加专门为台港澳侨生而
设的联招考试；另外，港生可参加个别院校的独立招生计
划。今年通过各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中学毕业生超过 1
万人。

愿意赴内地升学港生人数持续增长

新华社香港 8 月 29 日电(记者方栋)面对不断升级
的暴力事件，香港舆论和各界人士持续发声支持香港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采取更有力措施止暴制乱，尽快恢复社
会秩序，重振经济，维护香港国际形象和几代人辛苦建设
得来的繁荣局面。

《大公报》29 日发表社评指出，暴力事件持续未止，香
港面对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当前重中之重，是全力以
赴支持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领导下的特区政府依法止
暴制乱，建立沟通对话平台，凝聚共识再出发。乱港派勾结
外国势力，以大规模暴力冲击为手段，意图篡夺管治权，摧
毁“一国两制”。香港各界除了团结没有第二条可行之途。

香港舆论还对网络暴力和激进分子煽动罢工、罢课
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文汇报》评论指出，近期有不法
人士在网络上起底警察及其家人隐私，如此卑劣手段违
反基本社会伦理，加大对现实和网络世界暴力的执法、司
法力度已经刻不容缓，呼吁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当机立
断，果断出手。评论表示，广大市民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定
地向乱港恶行说不，这不仅是维护香港安宁稳定，也是保
护市民自己的安稳生活。

《香港商报》29 日发表时评，对暴力行为参与者呈现
出低龄化的趋势表示痛心和担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
黑手伸向校园，利用认知不足、未明事理的未成年人，来
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极其卑劣可恶。各界必须正
视社会政治化歪风泛滥、一些教师违背师德等问题，以行
动正本清源，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好孩子们的未来。

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呼吁采取更有力措施止暴制乱。
日前，香港一带一路总商会访问团赴北京交流，全国政协
常委、香港一带一路总商会理事会主席林建岳在访问结束
后强调，中央绝不会放弃香港，祖国一定与香港同行，不仅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而且全
力支持香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繁荣稳定。

中电集团及香港上海大酒店董事局主席嘉道理日前
在多家报纸刊登全版公开信，对近日愈演愈烈的暴力行
为感到痛心，表示反对任何暴力行为，并强调“一国两制”
对香港发展的重要作用。

嘉道理表示，暴力不能解决纷争，对法治和维持社会
秩序的坚持才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他呼吁，切勿忘记
香港拥有两种体系互相交融的特性，是时候团结一心、发
挥香港的优势，为下一代缔造美好将来。

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29 日也在《大公报》
刊登声明，呼吁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维护法治、共促繁荣。

香港社会各界重申：

支 持 特 区 政 府

制 止 暴 力 恢 复 秩 序

 8 月 2 9
日下午，全国青
联接待了香港杰
出青年协会访京
团一行 24 人来
访，香港杰出青
年与内地的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
得者 、全国青联
委员等围绕“‘一
国两制’在香港
的实施与青年一
代的责任”这一
主题深入交流。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香港的教育“病”了，首先是教育者出了问题，

其次是教材出了问题

香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组成的“香港

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其领导机构长期被反对派势

力所把持。一些教师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和丑化

香港中学取消了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无序加

入了通识教育。市面上的通识教育“教科书”被多次

揭发存在偏颇或错误内容。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教

师借着通识教育对学生进行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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