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郎朗彈奏《我的祖國》說起
談論國民教育是「健腦」，筆者

想從一件事情說起。已成為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郎朗，在白宮歡迎胡錦

濤主席的宴席上彈奏了一曲中國人熟悉的《我的祖國》。
「民運人士」魏京生為此在美國到處告狀，告到奧巴馬和美
國的媒體，污衊「《我的祖國》是中共反美歌曲和洗腦歌
曲」，大有「皇帝不急太監急」的味道，但美國人並不買
帳。美國華人則直斥魏京生「腦殘」，批評他為得到賞賜竟
然扭曲人類對國家民族的正常感情。實際上，劉熾作曲的
《我的祖國》，與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國》、西貝柳斯的《芬
蘭頌交響詩》、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穆索爾斯基的
《伯里斯．戈都諾夫》等，都是抒發熱愛祖國和故鄉的感
情，都得到全人類的認同和讚賞。郎朗就表示：「演奏
《我的祖國》只為表達對祖國的濃烈情感。」此事說明，一
個健全的頭腦，絕不會認為熱愛祖國和故鄉是所謂「洗
腦」，只有像魏京生那樣「腦殘」的人，才把《我的祖國》
污衊為「洗腦歌曲」。

國民教育是國際常用的「健腦」慣例
香港部分政治人物抹黑國民教育不合情理，也忽視了

德育及國民教育制度是國際常用的「健腦」慣例。美國
推廣國民教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例子，這與美國系統完
善、注重效果、潛移默化、無孔不入的國民教育密切相
關。在美國的中小學校裡，國旗、國歌、總統畫像這些
美國國家的象徵物，到處可見可聞。新加坡也十分重視
國民教育，新加坡每年都要開展一次「國家意識周」活
動，來凝聚國民的國家意識。在韓國的各類學校裡，愛
國主義教育都是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學生從小到大
就被告知韓國有哪些值得驕傲的地方，培養學生對國家
的熱愛和認同感。

不應妖魔化國民教育
香港回歸前，殖民統治政府是不可能推行國民教育的。

1951年，港英公布的《菲莎報告書》赤裸裸地寫道：「鑒
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香港政府應把握一種義務和一個
機會，以便向香港學生提供一些基本教育，包括一些基督
教知識以及英國人的理想和習俗」。港英當局根據該報告書
提出的基本政策，於1952年大幅度修改教育條例和教育則
例，禁止學校舉行「政治活動」，實際上是要遏制學校的愛
國教育，強化殖民奴化教育。
回歸後，特區政府想推行國民教育，但是阻力重重，原

因是香港部分政治人物不認同祖國，不認同內地的社會制
度。這些人妖魔化國民教育，認為國民教育是「洗腦」工
作。其實，香港在殖民統治下，極其重視「英式國民教
育」，實際上就是殖民奴化教育。香港部分政治人物的雙重
標準是站不住腳的。
香港部分政治人物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其理由是指內

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內地現在處於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第一次現代化階
段，其主要特徵是黃金發展期和問題突顯期。所謂問題
突顯期，是指由於社會的飛速發展，改革開放30年的歷
程濃縮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階段，所以，內地貧
富差距、貪腐、司法公正、環保、社會保障等各種問題
積聚式地爆發。但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社會的進步舉世
讚揚，這是主流，負面現象只是問題突顯期出現的問
題。

內地解決社會問題需要一定時間
實際上，在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充滿血腥和野

蠻、無恥和厚黑，諸如強迫勞動、圈地運動、獵奴與海盜
行為、憑權勢強佔公產、貪腐、種族歧視等，令人觸目驚
心。從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罪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文
明建設，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例如美國的種族歧視現
在仍然根深蒂固，美國黑人民權活動家馬丁．路德．金40
多年前說：「我夢想有一天，我的4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
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
生活⋯⋯」當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時，美國輿論曾談論美
國是否已經進入到了「後種族主義」時代，但多數的答案
是否定的，因為美國現實生活裡的種族歧視仍然是無處不
在。
香港部分政治人物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其理由是指內地

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這是無視世界歷史發展的看法，
也是一葉障目的觀點。香港當年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歷了100
多年，美國類似的問題也經歷了大致100年。而內地那麼
大，人口那麼多，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雖不會像美國那樣
長，但也要有一定的時間。
況且，內地的文明質素和法治建設在穩步提高和發

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
的民族精神，構建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符合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要求、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
範，深入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
德建設。筆者相信，內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隨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會逐步解決的。因此，以內地社會存
在一些負面現象將國民教育妖魔化，是無視世界史和一
葉障目的觀點。

原定去年第3季動工、2016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橋，由於被公民黨幕後操作，被
迫無限期押後工程。作為兩地經貿融合的主要基建，港珠澳大橋工程受阻，不但
嚴重損害本港經濟發展，而且對打工仔的生計造成沉重打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日前指出，工程延誤令本有好轉的建造業失業問題加劇，港珠澳大橋及沙中線工
程本來可為業界創造多達3萬個就業機會，但由於公民黨發動「司法狙擊」，令兩
項工程都要立即停工，迄今已有數千名工人開工無期，業內預料失業率將由目前
的6.2%，推高至8至9%。再加上之前職工盟李卓人借飯鐘錢及有薪假向中小企僱
主發難，導致企業叫苦連天，不少打工仔更因而被裁，顯示反對派為了政治不惜
犧牲打工仔利益，行為已引起廣大市民反感，民望全線暴跌不是沒有原因。

阻礙大型基建　打爛打工仔飯碗
近年本港經濟持續改善，失業率也拾級而下，最新季度失業率更回落至3.4%，

為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的最低點。不過，建造業界的失業及開工不足率仍遠較其他
行業為高。業界一直引頸以待的十大基建及其他基建工程，成為了改善建造業工
人就業的最有效措施。過去反對派屢屢阻礙本港的大型基建，將所有大型基建一
概標籤為「大白象工程」，以拉倒基建視為打擊政府施政的工具。然而，社會估不
到的是，港珠澳大橋這樣一條連反對派也認同其價值與意義的基建，公民黨也要
來這一手，也要利用司法手段來推翻其環評制度，結果令到大橋工程不知何時才
能重新動工，完全是罔顧社會利益，肆意打爛打工仔的飯碗。
事實上，單計港珠澳大橋及沙中線工程，就能為業界創造多達3萬個就業機會，

當中還未計及其他相關行業的就業職位及經濟收益。更嚴重的是，由於以往的環
評制度被公民黨推翻，意味所有的基建工程都可能面對違法的指控，屆時就要看
看公民黨看 哪項基建不爽，隨手找來陳婆婆、李婆婆、黃婆婆，就可以申請法
援再去阻停工程，對公民黨一班大狀而言只是舉手之勞。但結果卻令到不知多少
基建被迫停工或阻延，受影響的工友相信比起預計的3萬人還要多。公民黨千方百
計要阻撓跨境大型基建，就如不少評論指出，正暴露其「抗中反中」的「港獨」
思維，但從選舉層面考慮，公民黨令基建繼續蹉跎，香港繼續空轉，目的是要製
造更多的民生問題及社會不穩，屆時公民黨等人就可將這些經濟民生問題通通歸
咎於不民主、歸咎於反對派被排除在管治班子之外，於是就要發動更多市民對抗
政府，為之後的選舉造勢，這就是公民黨「搞禍」香港，「靠害」打工仔的最大
目的。
這邊廂公民黨全力拉倒基建，那邊廂職工盟李卓人，卻不斷製造勞資衝突。為

什麼港大最新民調顯示李卓人的評分急跌？負責調查的學者指出是由於他在最低
工資的取態更令部分中產對他產生惡感，而李卓人自己也承認，社會上有人對他
在最低工資上的取態有負面感覺，但辯稱自己只是無良僱主的代罪羔羊。最低工
資的推行是勞方爭取多年的成果，現在正式推行勞工界的議員理應有利民望，豈
會如李卓人般反過來插水式下滑。關鍵在於市民看到李卓人在最低工資一役根本
不是幫打工仔，反而是視打工仔為棋子，將他們推向與僱主對抗，而李卓人就站
在後面撿便宜。

李卓人挑動勞資矛盾
最低工資要推行成功，除了要確保基層市民的收入得到增長之外，更要保住企

業的生存，保住良好的勞資關係，否則鬥個魚死網破，打工仔也是一無所得。然
而，李卓人卻做了什麼？在最後關頭挑起飯鐘錢及有薪假的爭議，將正式推行前
的重要時間拿來鬥企業鬥僱主，一味標籤僱主「無良」，發動工人及傳媒去向他們

施壓，強迫他們在時薪內加入飯鐘錢及有薪假，導致不少僱主明言要結業了事，部分沒有結業的也要
裁員，被裁的僱員完全沒有分享到最低工資的好處，反而丟了工作。李卓人不理打工仔的真正利益，
以出位吸引傳媒為務，一味唱高調，自己贏了曝光，打工仔卻輸掉工作。
勞資雙方在釐定最低工資時，本已存在默契，就是將飯鐘錢、有薪假等爭議交回各自解決，根據合

約辦事，以免令最低工資的討論爭持不下，最終才有了28元時薪的妥協。如果當初是將這兩者計入時
薪之內，那何不乾脆將時薪定為33-34元，這樣豈不更加清楚？就是因為雙方存在默契，但李卓人為了
做騷，為了挑動勞資矛盾，突然出來搞局，令最低工資實行再生波折，不少打工仔未蒙其利先受其
害，中小企老闆反感李卓人不斷以工業行動施壓，中產也對這種民粹行為看不過眼，這是社會各界對
李卓人反感的主因，而非如他所說什麼成了「代罪羔羊」。

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雙手戴銬被五名警察押送法庭的畫面震驚了法國。法
國與美國在法律上存在 相當大的區別。如果此事發生在法國，當出現類似指控
時，法庭將指定一名預審法官來對被指控的罪行進行調查，然後決定是否對被指
控的嫌疑人提出司法起訴。在此期間，被控人受到「無罪推定」的保護，將不會
失去自由，因此類似的畫面是不會出現在法國的。而在美國，只要控方有指控證
人，並提出一定的罪證，雙方對質後，法官就能夠接受指控並關押嫌疑人。無罪
證據將由被控方提供。正是由於這一差異，斯特勞斯—卡恩從被指控的一刻起，
就遭到美國警方的追捕、關押。這在美國非常「正常」，而在法國，則對輿論是一
個巨大的衝擊。很多政治學者都認為，從這一畫面傳到法國後，斯特勞斯—卡恩
的「總統夢」將永遠不再可能實現了。但卡恩的支持者並沒有放下武器。從此事
發生的第一刻始，「陰謀論」就在法國盛傳。所有的矛頭都指向右翼執政黨「法
蘭西公民聯盟」的一位年輕黨員。
根據報道，第一個披露卡恩被捕事件的，是一位名叫約納坦．畢內的青年。他

是「法蘭西公民聯盟」青年組織成員。他在上周六巴黎時間22時59分發出第一個
「推特」信息，稱「我在美國的夥伴稱，卡恩可能因涉嫌性侵犯而在旅館被警方逮
捕」。這時還沒有任何媒體發出這一信息。整整過了一個半小時以後，也就是巴黎
時間0時30分，紐約郵報網站才發出第一條涉及卡恩的消息，稱「從紐約警方獲得
的消息，當地時間下午16時45分，身穿便衣的紐約警方突然登上法航一架準備飛
往法國的飛機，帶走了坐在頭等艙內的IMF總裁、法國政治家斯特勞斯—卡恩」。
「陰謀論」都從中看出一個「巨大的破綻」：在畢內發出「推特」信息時，卡恩已
經在飛機上，畢內在紐約的夥伴怎麼可能會「看到卡恩在飯店被捕」呢？法國
「郵報」網站立即就此發表了一篇質疑文章，幾小時之內，文章點擊率超過11萬，
卡恩被捕「陰謀論」於是立馬傳遍巴黎。
「陰謀論」還指控另外一名右翼執政黨「法蘭西公民聯盟」的年輕負責人阿爾

諾．達西埃。他是法國總統薩科齊2007年大選時網絡助選的負責人。他在卡恩被
捕的「推特」消息刊出後，第一個做出反應。「陰謀論」者指出，不久前斯特勞
斯—卡恩在巴黎就曾爆出「保時捷」醜聞。當時一張卡恩夫婦正從一輛豪華型的
「保時捷跑車」下車，被人偷拍到一張照片並發表出來。這張照片立即使輿論大
嘩，選民質疑這位左翼總統候選人過 「奢華、腐朽」的生活。而支持卡恩的人
發現，這張照片的來源，就是達西埃。兩者一聯繫起來，使法國左翼社會黨的部
分黨員和部分輿論，認為卡恩性侵犯事件「一定是右翼設下的一個陷阱」。
事實上，是否相信「陰謀論」往往與事實或推論沒有太大關係，而與每個人對

事件所採取的立場有關。當記者們到斯特勞斯—卡恩擔任市長的選區薩爾薩斯省
採訪時，當地左翼民眾幾乎沒有人相信卡恩會試圖「強姦」。而在其他右翼民眾佔上風的地方，
選民則幾乎眾口一詞地認定，卡恩完全有可能做出類似的事件。
應該強調的一點，是卡恩作為法國左翼總統候選人的熱門人選，是有 非常複雜的背景的。斯

特勞斯—卡恩是一位出生在摩洛哥、移民法國的猶太裔政治家，在法國有 眾多的政敵。在法
國，一旦涉及猶太裔，事情往往會變得非常複雜。「陰謀論」也因此特別盛行。只不過指控方和
受害方這一次似乎換了一個角色而已。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卡恩在「女性問題」上絕不是一個無
可指責的人物。因此，這次的「陰謀論」儘管也從網絡侵入了傳統媒體的領域，但相信者似乎並
不多。相反，今天法國媒體紛紛挖出卡恩過去的種種性醜聞。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女記者、作
家特麗斯塔娜．巴農對卡恩的指控。2007年巴農在一個專題電視節目裡就提到了此事。當時卡恩
的名字被電視台「過濾」了。巴農的母親是社會黨地方選舉的候選人。出於競選考慮，其母不讓
巴農對卡恩提出起訴。巴農與卡恩非常熟悉，她是卡恩前妻的教女，卡恩女兒的好朋友。巴農今
天表示，她也正在考慮起訴卡恩。正所謂「禍不單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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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反對派準備派出三百人參選。換句話
說，建制派將有兩百多個選區遇到了反對派的進攻。這種局面
的出現，與區議會與立法會是一個連環套有莫大關係，將來立
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候選人，必須是現任區議員。此
外，如果反對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增加票源，將來在立法會選舉
就會有更廣泛的選民基礎，反對派的目標，是要拿下三個「超
級區議會議席」。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議員，如果取得
了六十萬選票，認受性就遠遠超過分區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
員。他們就可以宣稱自己是票王，在政治事務方面更加聲大夾
惡。
不過，要成為「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候選人並不容易，就是

要先在11月當上區議會議員，繼而有15個現任的區議員提名，
才可以成為候選人。反對派明星靠政治爭拗起家，平日不肯到
地區做群眾工作，提供地區服務，街坊對這些大明星「四年一
度燕歸來」的政治現象非常不滿。因為他們平時一切都交給助
理處理，街坊根本找不到這些大明星，但是到了選舉月份，就
可以看到他們表演大騷，不斷地派單張，到酒樓和街坊握手，
堆起了微笑。當選之後，謝票也沒有，揚長而去，睬你都傻。
這是「一闊就變臉，有求於人忙賠笑臉」。反對派的立法會明
星議員對於降格參加區議會選舉，實在沒有信心，因為難度比

選立法會分區直選更大。迄今為止，那些超級明星特別是公民
黨的大狀，都不敢公開自己會到什麼地區參選。民主黨的李永
達和何俊仁，則因為社民連、「人民力量」的狙擊而不敢表態。
所以，反對派採取了增加參選人數的策略，出動三百人出

戰。這是擾敵、疲敵之計。一些反對派參選人，勝望不高，為
何仍要以密集式人海戰術出擊？第一，他們的選舉可用作政黨
的宣傳，街板掛在繁盛馬路，間接增加該黨政治明星的宣傳。
第二，使建制派差不多每個選區都遇上挑戰，不能自動當選，
更不可能到其他選區為黨友助選。在選舉論壇上，這些明知選
不上的人，就會不顧形象，以砲灰姿態集中火力和時間，以許
多「冇譜」和不實言論攻擊建制派候選人，抹黑對手政黨。第
三，派人參選，可以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收集及開拓更多票
源。社民連、「人民力量」派人參選，也是為了箍票，不讓其
粉絲轉為支持民主黨，增加他們在下次選舉中討價還價的籌
碼。
這一次，反對派會起用更多社工、在外國留學回港但未有工

作的留學生、街頭憤青、議員助理出擊，正因如此，一些參選
人在最近的街頭暴力事件中，特別搏殺，特別出位，博上電
視，希望增加知名度，為幾個月後的區議會選舉作宣傳。曾為
梁家傑助選的骨幹曾建鋒，就是這樣出鋒頭，準備參選。

美　恩

且看黃毓民的「刁民力量」

看見報章上題為《借題發揮：黃毓民搶票再轟公民黨》的文
章，還以為黃毓民突然良心發現，炮轟公民黨濫用司法程序，
操控東涌綜援戶朱婆婆告政府，令港珠澳大橋受到拖延，但細
看內文後，發現是筆者會錯意。
黃毓民之所以炮轟公民黨，原來是不滿公民黨支持立法會通

過修改《議事規則》，將大會主席可驅逐行為不檢議員的權
力，延伸至各事務委員會主席。這是繼日前黃毓民在議會內大
罵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自掘墳墓」之後的延續。
規管議員不檢行為，是市民主流意見，公民黨加入支持行列

乃是正常不過，始終公民黨不能次次都與民為敵，但黃毓民還
是借故刁難，根本是無理取鬧，擔心在新制之下屢屢被逐出議
會。

為狙擊而生存的「刁民力量」，恍如一條寄生蟲，寄生蟲將
一生的大多數時間居住在另外一種動物之上，而「刁民力量」
亦將一生的精神寄託放在狙擊之上，為狙擊而生存，彼此有
異曲同工之「爛」。惟一個政黨四圍樹敵，只懂狙擊，欠缺個
性；說話只有power（聲量噪音），但無point（缺乏理據），市
民會認同？
公民黨濫用司法程序，令港珠澳大橋工程嚴重受阻，亦令香

港損失更多公帑，各方面都應該加以譴責，惟「刁民力量」卻
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反而在《議事規則》方面作「垂死
掙扎」，並且借機攫取政治本錢，試圖在公民黨手上搶奪票
源。從今次事件看，香港市民應該清楚明白，「刁民力量」真
正在乎的，並不是香港的整體利益，而是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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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李卓人開天殺價，破壞勞資關係，製造大量低技術工人失

業；再有公民黨利用司法覆核，阻停港珠澳大橋等基建工程，令3

萬名建造業工友有失業之虞。反對派為了政治目的屢屢與打工仔作

對，與社會利益作對，難怪最新的港大民調顯示反對派議員全線民

望急挫。如果這些政治操作就是反對派的選舉策略，那他們恐怕是

玩火自焚。

回歸近14年以來，港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國家的迅速發展，以及香港社會意識到香港

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是香港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礎。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密切的經濟和人

文關係，實際上已極大地推進了香港的國民教育。將國民教育妖魔化的做法，是無視世界史和一葉

障目的觀點，似乎思維仍然停留在殖民時代。

無視世界史和一葉障目的觀點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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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計劃在全港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圖為
中學上課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