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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江 走 笔

《国歌条例》近日在香港正式刊宪生
效，侮辱国歌者最高将面临5万港元罚款
及监禁 3 年的罚责。《国歌条例》 为奏
唱、保护及推广国歌订定条文，以维护
国家尊严，增强公民国家观念，弘扬爱
国精神。这是香港拨乱反正再出发的良
好开端，有助于点燃香港市民特别是青
少年的爱国热情。

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现代国家
重要的象征和标志。维护国歌尊严，就是
维护国家、民族和全体国人的尊严。香港
特区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立法维护
国歌的尊严，是特区应有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于2017年
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将国歌法列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根据香港基本法
规定，凡列于基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
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国歌
条例》 刊宪生效，标志着特区履行宪制
责任，也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为国歌立法原本是国际惯例，世界
许多国家都就国歌进行立法，以彰显和
保护国家的尊严。但在香港泛政治化的
氛围下，反对派百般阻挠，致使相关立
法一波三折。再加上他们的恶意煽动，
香港“嘘国歌”事件时有发生。

据港媒统计，在《国歌条例》正式立法
前的3年间，至少有13场香港足球队对外
赛事曾出现球迷嘘国歌的情况，不仅连累
香港足总多次被罚款，更严重损伤香港文
明形象，相关立法已刻不容缓。事件触发
全国人大决定就国歌立法，澳门也于两年
前相应完成修法，香港特区政府去年初启
动立法程序，却因“修例风波”和立法会

“拉布”事件而受阻。
“修例风波”中，乱港分子肆意侮辱

国旗、国徽和区徽，公然挑战国家主权
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威胁“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其辱国恶行严重
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和香港特区 《国旗
及国徽条例》。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规定，任何
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

方式侮辱国旗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
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

在邻近的澳门，早在 1999 年就制定
公布 《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
护》的法律规定。《国旗及国徽条例》已
在港实施，《国歌条例》属同一类性质法
律，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必然之
举，其实施可弥补相关法律缺失，使违
法者接受应有制裁，更将与前者一道，
共同筑牢港人的国家意识。

《国歌条例》兼具教育宣导和惩戒功
能，其为国歌奏唱、播放和使用提供清
晰规范，有助于依法惩治违法行为，维
护国歌尊严，更能让香港市民了解国歌
的历史和精神内涵，增强国家观念，弘
扬爱国精神。

近年来，香港一些青少年受少数乱港
分子挑唆误导，对国家采取拒斥甚至敌视
态度，这样对其成长和价值观的养成不
利，也可能因而错失融入国家发展的诸多
机遇。对于香港青少年而言，能否让爱国
成为情感自觉，更决定了香港能否真正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市民要自觉尊重国歌，特区政
府的推广工作也很重要。特区政府接下
来要加强对 《国歌条例》 的宣传教育，
让香港市民更好地领会国歌的历史和精
神，并遵守国歌奏唱的礼仪。根据条
例，香港特区教育局须就将国歌纳入小
学及中学教育发出指示，包括学生要学
习歌唱国歌等。这将帮助港人尤其是香
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与法治观
念，避免被用心险恶者煽惑利用，沦为
破坏香港安定繁荣的帮凶。

我们相信，《国歌条例》必能弘扬正
气、凝心聚力、激浊扬清，让爱国主义
的主旋律在香港唱响。

新华社香港6月 12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发言
人 12 日发表谈话表示，近日有激进
团体针对香港国安立法在学校煽动联
署、罢课，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专责
部门表达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要
求校方立即劝阻和严肃处理。中联办
支持特区政府相关表态，支持采取有
效措施维护校园安全和稳定。

发言人强调，从香港长治久安出
发，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履行对香港教
育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与“一国两
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呼吁全社会
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成
长的环境。

发言人指出，香港的成功来之不
易，教育事业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奠定
了人才基础。但必须看到的是，近年
来有政治团体和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
千方百计地把政治带入校园，令学校
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极大冲击，使香
港教育呈现一些触目惊心的乱象，严
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一些中小
学校在课程设计和教学中，忽略了对

学生全面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
教育；一些教师背离师德与职业操守，
在课堂上散播极端言论，甚至怂恿带
领学生参与违法暴力活动；一些教材
把关不严，存在抹黑国家、污名化“一
国两制”、美化违法暴力甚至煽动仇恨
情绪的内容；一些考试试题引导学生

“仇中”“仇警”，甚至公然歪曲历史，伤
害民族感情。香港社会众多有识之士
和学生家长，纷纷发出“救救孩子、救
救教育、救救香港”的急切呼唤，必须
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发言人强调，香港教育乱象暴露
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家观念
与国民身份认同在不少青年学生身上
的严重缺失。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宪
制秩序发生根本变化，结束一百多年
被殖民的历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于香港的教育
而言，这一历史性转折喻示着，香港
社会各界和教育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
使命，就是要建立年青一代对“一国
两制”的价值认同，努力培养青年学
生的国家及民族认同，造就国家和香

港的合格建设者，这是实施“一国两
制”对香港教育界的必然要求，也是
香港教育界的社会责任。

发言人指出，教育有着鲜明的主
权属性，在培养合格国民、厚植家国
情怀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只有“一
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基本
法赋予了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有
关教育发展和改进政策的权利，这体
现中央对特区的授权，也说明办好教
育是特区政府义不容辞的主体责任。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行使教育
管治权，在坚持香港教育传统优势的
同时，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加强
国家安全教育，加强国民教育和国情
教育，建立健全与“一国两制”相适
应的教育体系。

发言人强调指出，教育是全社会
共同的事业，希望香港各界与特区政
府一道，痛定思痛、正本清源，引导
学生明是非、行正路、守法治，努力
为香港下一代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为“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强
大的教育支撑。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务院
港澳办发言人 12 日应询表示，香港
的教育必须坚守“一国两制”的正确
方向，必须坚守爱国、法治、自强、
包容、和谐等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必
须让一切煽动“港独”、暴力的言论
在学校绝迹。全社会都应当积极行动
起来。教育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要恪
尽职守，依法履职、依法尽责，要把
规矩用起来，斩断伸向教育、伸向孩
子的黑手。

有记者问，近日，“香港众志”
以所谓“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的名
义发起“罢课公投”，借此反对涉港
国家安全立法。请问对此有何看法？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答问时作
上述表示。发言人指出，自5月28日
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以来，在国家
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
已经得到香港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央
立法不仅不会损害“一国两制”，还
将进一步筑牢“一国两制”的根基，
将更好地保护绝大多数港人的合法权
益和自由、更精准地打击极少数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人，这一点也为
广大市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展开立
法之际，一些自知其罪的“港独”分
子正想方设法借外部势力特辟的所谓

“绿色通道”潜出外国，一些自知理
屈的纵暴分子开始把“港独”旗幡落
在自己身上的碎影抖落，但仍有人把
黑手伸向学校，伸向未成年人，搞所
谓中学生罢课行动，企图把学生当作
其阻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涉港国家

安全立法的“炮弹”和“工具”，其
用心何其歹毒！其行为何其卑劣！

“香港众志”以及黄之锋、郑家朗之
流是在为自己的罪行录上再添下重重
的一笔。

发言人表示，“修例风波”以
来，学生和孩子已经付出了其难以承
受的惨痛代价。相当数量的青年、学
生扔下书本、冲向街头，参与激进暴
力犯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一度沦为暴徒的“战场”和“兵工
厂”，宁静校园黑影憧憧，书香圣地
硝烟弥漫。截至 5 月 29 日，因参与

“修例风波”相关违法活动被捕的
8981 人中，超过四成是学生，年龄
最小的才 11 岁。年仅 12 岁的学童三
次因参与违法活动被捕，年仅 13 岁
的孩子身藏两枚汽油弹，年仅 16、
17 岁的少年攻击清洁工罗伯致其死
亡。青年学生涉及的罪名包括参与暴
动、非法集结、伤人、袭击致造成身
体伤害、纵火、刑事毁坏、藏有攻击
性武器、袭警等等，其中许多都是重
罪，这种案底和污点将长期沉重压在
他们的身上，本该有的美好前途毁于
一旦。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倍感痛心、
揪心、忧心。人们不禁要大声追问：
是什么让青年学子黑白不分，是非颠
倒？是什么让纯洁的学生心中充满仇
恨，变得如此残忍暴力？是什么诱引
他们走上了违法犯罪、破坏家园、对
抗国家的黑暗之路？

发言人说，毫无疑问，在香港不
少学校里，教育已严重偏离“一国两
制”的正确方向。“港独”思想和鼓
吹暴力在校园蔓延。有教师公然宣称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中国是为了消灭
鸦片，还有考评局竟然出题问考生是
否同意“1900—1945 年间，日本为
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有通识科教
师在网上诅咒“黑警死全家”，有中
学助理校长诅咒警察子女“活不过7
岁”。在校园外，一个又一个蛊惑人
心的歪理邪说被炮制出来，并堂而皇
之传进学校：戴耀廷长期鼓吹“违法
达义”，梁家杰公然声称暴力是解决
问题的一种方式，杨岳桥则恬不知耻
地煽惑年轻人“留案底的人生更精
彩”。这是在培育心灵还是在毒化心
灵？这是在培植健康的树苗还是在播
撒“港独”的种子？这是在维护“一
国两制”的大堤还是在侵蚀“一国两
制”的根基？这是在创造香港美好的
明天还是在摧毁香港的前途？讲台已
被污染，课堂已不安静，香港的教育
乱象如不刹住，香港的政治乱象将无
休无止！

发言人强调，香港的教育必须坚
守“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必须坚
守爱国、法治、自强、包容、和谐等
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让一切煽动

“港独”、暴力的言论在学校绝迹。全
社会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教育管理
部门和有关机构要恪尽职守，依法履
职、依法尽责，要把规矩用起来，斩
断伸向教育、伸向孩子的黑手。香港
的教育，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国家的
大事。教育不容玷污，校园不容玷
污，学生不容玷污。请家长守护好自
己的孩子，请教师守护好自己的学
生，请学校守护好自己的大门，请所
有香港人守护好自己的家园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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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柴逸扉） 针对
岛内一些“台独”政党和团体近来不
断鼓噪“修宪”“正名”，并妄图推动
制定所谓“新宪法”，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6月12日应询指出，近一段时
间，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外部势力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不断挑动两岸对立

对抗，导致两岸关系更趋复杂严峻。
岛内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利令智
昏，借机生事，大肆鼓噪并加紧推动
一系列谋“独”活动，企图把两岸关
系推向危险边缘，把台湾同胞推向灾
难深渊。

朱凤莲表示，“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
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
碍。他们的行径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台湾同胞切身利益背道而驰，注定
不会得逞。我们正告这些“台独”分
子必须悬崖勒马，胆敢以身试法，必
遭严惩。

国台办：

“台独”分子胆敢以身试法必遭严惩

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吴济海、傅
双琪） 台湾公立大学校院协会和公
立 科 技 大 学 校 院 协 会 日 前 联 合 发
函，代表超过 60 所大专院校呼吁台
当局行政管理机构优先让境外学生
入境。

台当局2月起陆续宣布因防疫禁
止境外人员入境，许多境外生因此未
能返台就学。随着境外一些地区和台
湾本地疫情明显缓解，境外生和台湾
高校不断呼吁逐步开放境外生返台。
台当局教育主管部门与各高校磋商后
本已规划少量、分阶段让境外生返

台，最快 7 月初“解禁”。但日前台
行政管理机构召集多部门开会后宣布

“暂不解禁”。这一决定连日来引各界
挞伐。

台湾两大公立大专校院协会日前
发函给台行政管理机构，代表超过60
所大专院校，呼吁当局将台湾高校境
外生列入第一批准予入境的优先对
象。函文指出，受疫情影响，目前仍
有近2.6万名境外学生尚未返校。随着
疫情趋缓，境外生入境议题不仅攸关
学生受教权益，也影响台湾高教的全
球竞争力。

两大协会认为，现在是境外生选
择学校的关键期，许多国家和地区已
陆续开放边境管制，台湾如果能及时
部署，有助于争取优秀人才。两大协
会建议以疫情轻微国家和地区的学生
为优先对象，分批次、有秩序、安全
地允许境外生返校就学，并视疫情发
展滚动式检讨相关政策。

中国国民党日前就境外学生返
校就学问题召开记者会，认为台湾
必须正视境外学生的就学权益，并
提 出 建 议 ： 应 届 毕 业 生 应 优 先 返
台；尽速研议开放境外生入境的具
体时程与程序；正式公告确切的境
外生入境时程，针对疫情程度不同
的国家和地区订定开放顺序；针对
境外生受教权，研拟配套措施，包
括加开暑期课程、延长陆生联招会
招生时间等。

江苏省昆山市新镇中学的两岸学生日前利用双休日，在社区垃圾存放点围墙上绘制了《家在昆山 文明有
我》大型创意宣传画，意在提高广大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图为新镇中学二 （9） 班台湾籍
学生翁晨洋正在围墙上绘画。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倡导垃圾分类 两岸学生同绘彩图

台湾逾60所大专院校呼吁台当局

让境外学生优先入境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刘明洋、丁
梓懿）“香港再出发大联盟”11日发
起“促消费 撑经济”行动，向全港
商户收集折扣和优惠信息，并通过大
联盟的网页发送。大联盟还联络了香
港主要商场的业主，希望他们推出优
惠措施吸引顾客消费。大联盟希望借
助此次行动促进更多市民消费，同时
助力“保就业”。

据介绍，香港市民只要登录大联
盟网站，在首页就能看到“促消费
撑经济”专版。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刺激消费促经
济小组召集人王惠贞在当日举行的记者
会上表示，受去年“黑暴”及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香港经济低迷，饮食、旅游、酒
店、零售等行业更是重灾区。王惠贞表
示，希望全港的商户、商场、酒店等充分

利用这个平台，促进更多市民消费。
目前，“促消费 撑经济”行动已

得到包括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
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
港中华出入口商会、香港岛各界联合
会、九龙社团联会、香港“一带一
路”总商会、香港餐饮联业协会等诸
多大商会、大社团、大企业的支持。

由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的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5月在香港宣布
成立。该组织旨在团结香港各界人士，
凝聚社会共识，坚守“一国两制”，为香
港寻找出路，共建稳定繁荣的香港。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起“促消费 撑经济”行动

中国乒乓球队
与中国澳门乒乓球
集训队青年组选手
近日在澳门凼仔的
澳门运动员培训及
集训中心举行交流
活动。图为中国乒
乓球队运动员陈梦
在交流活动中。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