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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學校配合 育港青家國情懷
文匯報邀逾200教界人士參加分享會 盼優化欄目啟發港青文史興趣

◆黃均瑜

◆ 陳柏綸

◆ 何樂
何樂（
（左）及陳子青
及陳子青（
（右）

◆ 源琛妍

學生：讀文匯報增見聞

校長老師：援學界教國安

將軍澳香島中學中六生李羚瑋：

教育專頁，報道學校如何透過國
情知識、國民教育、正向思維等方面
的教育，提升青少年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培育學生的家國情懷的故事；開
設校長教師專欄廣邀投稿，就國情知
識、國民教育、正向思維等方面分享
校本經驗；推動校園記者培訓計劃，
教授正確的傳媒訓練，既讓年青人學
會尋找真相、辨別是非，更鼓勵學以
致用，報道校內國情知識、國民教
育、正向思維等教育的亮點；以及舉
辦全港學生演講大賽，展示不同學生
的優秀面，說好香港教育故事。

文匯報常與我們的中學生涯相伴，每周
總有幾天會在班上跟同學一起閱讀。我在
閱讀文匯報時，從中獲得滿滿當當的我國
要聞和國際新聞，讓我了解到祖國的繁榮
及高速發展，也讓我的常識見聞小倉庫逐
漸變得廣博。
例如文匯報的「中國脈搏」欄目，讓我
認識更多中國歷史和現代發展，了解到更
多在書本上沒有的中國文化知識。我也喜
歡副刊，其中收錄多篇筆者的投稿，內容
不長，但篇篇都是好文章，多看有助提升
我的語文能力。
希望文匯報未來考慮加入有關中國神話
或民間傳說故事的欄目，燃起更多讀者對
中國文化的興趣，亦可考慮加入更多青少
年感興致的內容、標題和插圖。

裘錦秋中學（屯門）中四生何樂：
我認為加深對祖國的認知是非常重要
的，尤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議題最引起我的
注意，這是近年的焦點所在，學校的生涯
規劃課上也提到。
香港近年與內地在辦學、學生交流與科
研合作上愈見緊密，例如特區政府支持香
港的大專院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辦學，為
兩地學生開拓更多協同創新的機遇，也為
有志到內地升學的莘莘學子提供更多優質
教育的機會。身為香港的未來棟樑，我們
更要了解我們的國家，積極裝備自己，才
能好好把握未來的機遇，貢獻社會。

裘錦秋中學（屯門）中四生陳子青：
香港學生需要了解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
歷史，因為這是青少年對祖國產生認知和歸
屬感的重要基礎。我認為香港新一代身處
在一個淡忘歷史的時代，但事實上中史是
一本學生必讀的民族「教科書」，可以增
加我們對國家的認識，也可從中認識祖國
從古到今的發展趨勢。身為學生，我對各
類中史講座與參觀活動等都很有興趣，例
如我校多次組織前往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可以加深我們對中史的認知，令我受益
匪淺。只有勿忘國史，方可竿頭日進，希望
可見將來香港能再加強中史教育。

麗澤中學中五生源琛妍：
文匯報與學校互相配合，做好提升青少
年國民身份認同及培育他們家國情懷的工
作，讓學生更正確和深入地認識國家歷史和
中華文化，為社會作出貢獻。文匯報讓我們
對正確的愛國觀念有所啟發，讓我們知道應
該如何履行社會責任，得以培養我們今後成
為一個良好的公民，對祖國奉獻自己的一份
力量，成為祖國的驕傲！

麗澤中學中五生鍾小天：
文匯報多年以來以愛國愛港為宗旨，透

◆徐莉

◆關沛浚

過無數的專題和報道引導廣
大讀者加深對祖國的認識，
更是啟發青少年認識國家政
制的優秀讀物。文匯報注重
引導兩地青少年建立長期聯
◆黃志揚
絡關係，也可以加深香港青
少年對祖國的了解。因此，
我認為可在報紙上增添書信專欄，邀請學
生定期投稿，與內地青少年交流關於各地
文化與地區建設成就方面；另外也可作為
橋樑來連接兩地同學，舉辦網上視像交
流，定期進行分享會。

漢鼎書院六年級生夏芷萱：
我特別喜歡學校的中國文化活動，例如
在中國文化之夜，我們表演中國鼓、民族
樂器和欣賞川劇變臉，一起領略不同時
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經典誦讀課上，
我們跟着老師一起誦讀唐詩宋詞，在詩歌
的陪伴下幸福成長；到了中秋佳節，我們
穿上漢服猜燈謎和聆聽嫦娥奔月的民間故
事；我們學校還有歷史課，讓我們學習到
古代的人文趣事。香港文匯報是一個非常
好的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的管道，以後我
會充分利用這個資源來學習中國文化。

漢鼎書院五年級生陳奕擇：
去年國慶日期間，我家附近的香港仔避
風塘海面上一片紅色，五星紅旗隨風飄
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艘住家艇上
掛了一面鮮紅的布料，上面寫着「香港明
天會更好」。看到這橫幅時，我的眼睛潤
濕了，就像說出了我的心聲一樣，我打心
底裏希望香港的明天會更加穩定、更加繁
榮昌盛！從爸爸媽媽的口中得知，香港文
匯報是以愛國愛港為宗旨，堅持「文以載
道，匯則興邦」的理念，其權威性得到各
界肯定，我們青少年也希望時常能得到這
種精神滋養。

◆李文豪

漢鼎書院創校校監徐莉：
◆曾定金

◆梁冠芬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校長黃志揚：

精 美 書 籤
香港文匯報訊 值香港文匯報
創刊 74 周年紀念日之際，文匯
編輯部特意設計及印製了一套
（兩款）的書籤，隨報作贈送
留念，另於昨日在文匯贈閱版
派發了2,500套，受到市民的普
遍歡迎，一眾學生、上班一族
均主動向前索取。

教育局在推動國安及國情教育上有
一定的力度，現時教師就學生需要在
各科課題上加上適當的國安教育仍可
應付，但在國安法教育上就難以教授
及解讀。一方面教師在法律方面的認
知不及法律學者，二是由法律學者演
說，甚至有事例可列舉，會更清晰及
實在。
因此希望文匯報在這方面可作學界
支援，包括尋求法律學者支持及報道
事例，或輯錄影片以短片形式為學界
提供有力資訊，相信可彌補學界這方
面不足，令國安教育更加到位。

裘錦秋中學（屯門）校長陳月平：
國情知識和國民教育是學校教育不
可或缺的一環，透過國情資訊與學科
知識的融合，學生在學習科本知識的
同時，也能全方位且富有趣味地認識
華夏文化、祖國歷史、國家地理及國
家安全等知識。
現時教育局和坊間機構也有豐富資
源，如「國民教育一站通」和公民教
育資源中心，坊間團體也舉辦不少基
本法、憲法和國情知識相關的比賽。
學校可鼓勵學生走出課室，積極參
與，透過比賽及活動加深對祖國的認
識。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學生陳柏綸：
要讓香港青年開闊眼界，真正認識國
家，不能只是空泛喊愛國口號，社會及媒體
可更有系統提供對國家國情的深度報道和分
析，客觀全面地體現國家面貌。另媒體可協
助學校建立與內地學校的友好關係，讓香港
青少年有機會結識內地朋友，互相學習。
在維護國家安全及主權的基礎上，對於
香港青少年獨特的見解客觀看待，不應苛
責，容許批判性思維和價值觀多元化，更
可鼓勵他們對社會提出建設性建議。並與
學校合作舉辦交流團，帶領港生親身到內
地參觀，訪問及學習，加深對國家的認
識。

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選
舉制度後，政治法治上的
「一國兩制」底線已清晰，
但文化上的「一國兩制」實
踐還是新挑戰。因此學校教
育教學必須擔負起使命，努力培育青
少年家國情懷。
漢鼎書院的取名，寓意中國文化為
根。學生未來的使命，是要傳承中國
優秀文化，成為未來和平美好世界的
建設者，所以學校的定位，是開設以
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國際課程，希
望讓內地家庭子女、跨境學童在香港
接受融匯中西的高質量教育，將來學
生無論前往內地或赴海外繼續學習，
均能順利銜接。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校長梁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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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文匯報可建構全方位平台，
分享香港教育的好人好事。例如設立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老師李文豪：
我校進行一系列的國情獎勵計劃，
例如 3 分鐘看中國問答比賽，每月播
放與中國國情、發展及成就方面的影
片，並以問答比賽形式增加學生對國
情認識；又舉辦中華文化周，讓學生
認識中國國粹的多元化及軟實力，並
於不同紀念日分享國家歷史及發展。
課程方面，我校致力進行跨學科學
習活動，例如地理科及科學科在水耕
種植的學習活動，既探究中國科技耕
作及糧食安全的議題，也了解雜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的事跡，從而思考糧食
安全及人民提升糧食產量的貢獻。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老師曾定金：
我特別欣賞文匯報的教育版，讀者
可從中學英語、知通識、養品德。我
在「讀書人」這個欄目中看到一些好
書推介，就會馬上分享給學生們；英
文能力比較弱的學生，我會把「趣學
英文」的欄目推薦給他們。
我自己最愛看「品德學堂」這個欄
目，常常請來不同大學的教授、學
者，給大眾發表一系列的文化知識和
經典智慧。特別推薦由鄧立光博士所
寫的「古道今談」，以宋明理學的哲
學思想，闡釋儒釋道三家的重要義
理，內容鑒古而通今。我每期都會閱
讀學習，收穫豐富。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德育組主任關沛浚：
即使是報道同一件事，不同傳媒因
立場、採取的角度，如何去寫標題、
使用字眼等不同因素，可以為讀者帶
來截然不同的理解。這方面我很欣賞
文匯報的持平、公正，尤其早些年香
港發生暴亂的時期，相當多傳媒試圖
淡化黑暴，將其稱作「社會事件」，
而文匯報堅持在事件上如實報道。不
論動機為何，當時香港的而且確是發
生了動亂、暴亂，我認為傳媒確實是
有需要向學生、市民大眾如實反映社
會狀況。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

◆ 夏芷萱
夏芷萱（
（右二
右二）
）及陳奕擇
及陳奕擇（
（左二
左二）
）

◆ 李羚瑋

文匯報一向愛國愛港，縱使香港多年來經歷幾
許風雨，文匯報始終與祖國同心，與香港同行。
今次活動聚焦香港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以培養年
輕人家國情懷，非常有意義。我曾為文匯報撰寫
專欄，點評香港教育政策得失，如教育語言、學
生人口下降、縮班殺校以至國民教育等一系列議
題，為香港教育的走向表達了教聯會立場。
在香港國安法、
「愛國者治港」
落實後，香港社
會回復平靜，社會輿論環
境亦大大改善，大家可更
理直氣壯講愛國教育，是
一個難得機會。若要爭取
人心回歸，切入點可以很
多，包括國家地理風光、
歷史文化，但終點是要將
年輕人帶向認同國家，需
要教育界、傳媒界扮演重
要角色，說好中國故事和
制度，這樣才可望培養一
代又一代的愛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