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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畫推德育 建構學生國民意識

聽地方官「苦水」理解前線實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 除美術教育協會的水墨畫計劃外，馬鞍
山聖若瑟小學亦將歷史故事戲劇融入德育及國民教育中，以啟發學生
對國家歷史、文化、藝術的了解。該校公民教育科兼訓導主任杜潔英
指，透過「花木蘭代父從軍」、「文天祥捨身取義」等多個經典劇目
的演出，深化學生對中國文化認知，體會傳統美德，幫助確立國民身
份認同，而戲劇表演也比「坐定定」聽課更能引起學生興趣，事半功
倍。

戲劇融合「國教」 練口才增自信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09年起先後兩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逾40萬元，

推廣「戲劇×國民教育」計劃，負責老師杜潔英指，學校早於10多年
前已開始推公民教育科，近年又不時於話劇比賽中獲獎，遂想到將兩
者融合，加強國民教育，學生除可認識國家文化歷史外，更可以培養
口才及自信心，一舉多得。
「我是花木蘭！」「我是文天祥！」「我是孫悟空！」該校多名六年

級同學，在分享自己曾飾演的角色時仍感雀躍。09年曾於學校大匯演
中當花木蘭的陳曉嵐，對「孝」字有了更深體會：「除順從父母外，
現在學會孝順更要付諸實行。」

文天祥氣節感動讀寫障礙生
有讀寫障礙的李嘉晉，曾演宋末三傑之一的文天祥，他笑言，文是

著名文學家，對白比較長且「文縐縐」，背誦特別困難，但其捨身取
義、寧死不降的氣節，令他相當感動。羅民翰則稱，戲劇加深他對國
史的了解，吸引他更主動認識「四大名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婷、任智鵬) 讓年輕人建立對國家的情感及文化
認同，是國民教育主要目標，而藝術正是情意傳遞的重要途徑。有本地
教育團體及學校 力將國民及藝術教育融會結合，分別以國畫、歷史戲
劇為媒介，讓中小學生認識、再進而感受體會中國的傳統哲學與美德；
水墨畫呈現的神韻氣度、文天祥故事的氣節風骨，幫助建構出學生國民
意識基礎。本港兩個國民藝術教育項目共獲優質教育基金逾100萬元資
助，更獲選為代表參與本月底舉行的「學與教博覽」，與逾萬名香港及海
外教育專業人士分享。

獲選參加月底「學與教博覽」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09年獲基金撥出逾66萬元推出「國民藝術教育計

劃」，負責計劃的協會學術、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黎明海表示，是
次計劃特別將藝術與國民教育結合，透過中國傳統水墨畫培養學生對國
家的情意，除以講座向師生介紹傳統水墨畫知識及新中國以來的風格變
化外，計劃去年安排6間種籽中學40名師生，前赴革命搖籃江西井岡山等
地親身體驗，認識新中國建立的艱苦，並即席作畫，以水墨藝術表達其
眼中的祖國河山。
黎明海指，部分同學對內地社會問題的確有不滿，計劃旨在向他們呈

現更完整的面貌，再進行深思；而在分享會所見，不論同學立場如何，
都深切明白國家有今天的發展得來不易，並更願意為國家作貢獻，可見
計劃有一定成效。他表示，協會正研究將計劃延伸，透過內地的公共藝
術，如不同地方的紀念碑、塑像等為切入點，增進學生對中國當代社會
發展的認知。

體會傳統文化 育對國家情意
計劃種籽學校、九龍文理書院視藝科老師左燕芬指，香港目前的視藝

科課程以學習西畫為主，令學生對自己民族的藝術一無所知，可說「本
末倒置」。她認為，中國傳統藝術是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良好工具，以
講求神韻、氣度的水墨畫為例，是中國哲學中講求「神似」非「形似」
的體現，而篆刻則要求力度與構圖線條的精細，考驗耐性與定力，學生
可藉以體會傳統中國文化，並培養出學生對國家的情意。
曾參與江西考察的該校中四生阮綺靜及溫千紅則指，中國藝術除涉及

與西方油畫、素描截然不同的學問，更蘊含豐富文化內涵，十分具挑戰
性，她們表示是次考察旅程十分辛苦，但國家山水之美令人讚嘆，以水
墨畫寫生的經驗更見難忘。
「學與教博覽」由香港教育城主辦，將於6月28至29日在會展舉行，除

涉及國民教育外，亦包括電子教育資源、遊戲為本學習等主題的100多個
來自世界各地的攤位，以推動國際間學與教經驗及知識交流。

深入鄉縣了解落實政策難處 提建設性建議勝批評

羅太勉港青認識祖國「解心結」

課改結合中史世史
無意削弱國史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在近月「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的爭議中，涉及國民意識基礎的中國歷史科亦
成了討論焦點，不少人批評，當局自01年起不再將中
史列為初中獨立必修科，令新高中中史出現「退修
潮」，國史教育被邊緣化。有份主理當年課程改革的羅
范椒芬表示，改革的原意是希望提供彈性，讓學校能
將中國歷史與世界整體情況結合，或與社會地理事件
串連討論，以建構更融會貫通的歷史觀，絕無削弱國
史教育之意。
2000年起任職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羅太指，傳統中史

都是依朝代更替的「時間線」學習，課程改革希望提
供彈性，讓學校能選取相似相關的段落，或跨越地域
界限作對比對照，「如老師教晚清史時，能同時講解
當時歐洲形勢，學習可更透徹」。她強調，課改理念絕
非要判弱中史，但演變成現時學界的質疑，她坦言：
「是否在學校落實時出了問題，我也不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在香港土生
土長的羅范椒芬，年輕時對國家認識極
少，直至80年代初有份參與中英就香港前
途的談判時，才開始上普通話課程，涉足
國情知識，後來雖然政府工作間有接觸，
惟對國家認知依然很有限。直至離任政府
後，她有幸獲選港區人大代表，參與大量
國家事務，接受「密集式培訓」，個人對
國家發展亦更關心，「這3年所學的，比
之前30年還要多」。
香港回歸祖國已14年，雖然本港青少年

經常被指對國家認識貧乏，但羅太笑言，
比起她自己年輕時，「現今青少年肯定知
更多」。任政府高官多年的羅太指，自己
是80年代初有份參與中英談判時，才生起
要認識國家的想法，透過公務員培訓學習
普通話及開始初步了解，其後她任職副公
務員事務司時，也有協助籌備公務員於清
華大學的國情課，逐步累積有關知識。

頻親身接觸 成國情專家
她又坦言，直至回歸後自己對國家的認

知仍十分皮毛，並不比一般市民，她笑
稱，「我經常聽青少年說，不知人大代表
做什麼，那其實很正常，因為我當年亦不
知道」。不過，近3年人大工作，令她有很
多機會參閱國家政策文件，親身探訪接觸
不同地方事務，閒時亦閱讀大量有關國情
的書籍，成為國情專家。
她續稱，隨 中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

各地的焦點，其兒子現雖然於美國生活，
但亦不時與她傾談國家發展的情況，更提
及考慮自己在累積一定工作經驗後，就會
回國發展。

退休後煲電視劇惡補近代史
羅太又表示，國家歷史悠長、經歷憂

患、豐盛時代起伏，對國民、領導人想法
都有影響，學生亦應了解更多近代史，以掌握國情。
出身理科的她又笑言，自己對國家的歷史認識未夠
深，如能重回學校選科，也希望能多讀歷史，而自
己近年除閱讀外，她更不時「煲劇」以惡補近代史
知識：「退休後我便立即『煲』電視劇，《走向共
和》、《康熙皇朝》、《雍正皇朝》很快便相繼看完
了。」

香港青少年經常被指對國家的情

況一知半解，曾在本港教育部門出

任高官近8年，現為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的羅范椒芬坦言，「中國是一本

難讀的書」，坦言自己未當港區人代

前，自問對國家的認識也很「皮毛」，直至深入內地的貧困

鄉縣了解，才明白地方官員落實政策也要面對種種困難，令

自己對國家發展面對的挑戰也有更深的體會。她勉勵青少年

認識國家時要「解開心結」，有時事物有如銀幣的兩面，

「只有站在別人角度才能對事情更理解」。身為港區人代，她

也時刻提醒自己要「是其是、非其非」，除了批評，給予建

設性的建議更為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任智鵬

不了解國情 只令自己吃虧
特區教育局最近建議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曾先後出任教育署署長、教育統籌局局長及常任秘書長等職務近8年的羅
范椒芬，對這個課題感受尤深。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隨 國
家快速發展，港人有不少到內地工作的機會，倘不用心了解國家發展及深
入認識國情，只會令自己吃虧；況且，任何國民認識自己的國家均是天經
地義的，而關鍵在於教師如何客觀、持平地向學生講解國家的發展。
07年辭任廉政專員一職，羅太正式從公務員行列中退休，翌年她成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以另一個身份服務社會。早前她應香港友好協進會
邀請，到兩所中學作國情演講，與學生分享第一身接觸國家的經驗。羅
太笑言與學生談國情，最重要是坦率交流，「學生的問題很尖銳，曾有
學生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次釋法會否干擾香港事務，我都要回去覆查
文件」，羅太的認真性格，可見一斑。
她不時與香港學生接觸，發覺他們對一些熱議的國情議題很感興趣，

例如國家「十二五」規劃對香港的影響等，但她認為學生在認識國家
時，要先「解開心結」，如在思考國家的政制發展、人權問題等課題時，
可考慮不要只從既定的觀念理解事件，「從歷史角度回望，中國已開放
不少，老師有責任向學生解釋，讓學生客觀分析事情」。
羅太在學界活動中，曾就四川地震中一直備受爭議的「豆腐渣工程」

問題，與同學交流。她解釋，內地50年代的建築標準與現時有落差，當
年是否因為資源分配的取捨而導致建築物不夠穩固已無從稽考，「但經
分析後，學生會進一步思考問題，而不是一面倒歸咎於官員貪污」。

讚京官視野闊 地方官激情
擔任港區人代逾3年，羅太有不少體會，「曾接觸不少京官，他們的視

野十分廣闊，亦看見不少地方官很有激情，無時無刻均在構思如何振興
經濟；當然亦有一小撮講形象、走形式、甚至貪污的官員，但不應一竹
篙打一船人」。
正因中國地大物博，政府傳遞的訊息，到達老百姓時難免有所偏差，

「香港推行教改，向一千多所學校、一萬多個老師傳遞訊息都會『走
樣』，更何況是整個國家」。
為進一步了解國情，羅太表示，慶幸近年有機會走訪內地不同省縣，

她強調，香港的學校安排學生到內地交流時需更全面，不應只是到訪經
濟發達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巿，貧困鄉村亦需親身體察，並提醒學生參
觀時不要抱「旅客」的心態，也不要走馬看花，應追求深層思考：「如
農村水源污染，是因為當地人要提升經濟？還是因為資源缺乏？又會不
會是官員考核的制度，迫使他們重視經濟而忽略環保？」她指所有政策
均會有利有弊，「若只拿捏一點，很容易有誤解，故課堂上老師如何帶
領學生反思，角色非常重要」。

德育及國民
教育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淑環) 經濟迅速
起飛的中國，其實仍有不少窮鄉僻壤，發
展時面對的苦況，實不足為外人道。羅范
椒芬指，自己曾多次親身與地方人員傾
談，體會在資源短缺下，地方面對的行政
管理困難。她舉例指，曾有貧困縣希望能
帶動整體發展，積極爭取參與新教育項
目，但地方政府其實無力籌措足夠資金，

卻不想錯失機會，最終導致部分老師「無
糧出」。這些例子讓她深深明白，國家問
題不能單看表面，在質疑有人「做壞事」
之餘，亦需要認清不同地方的發展形勢，
才是真正的了解國情。
羅太近年多次為內地貧困縣統籌組織

老師英語培訓。她表示，籌組活動期
間，有機會多次與地方官員及前線教育
工作者接觸，聆聽他們於資源短缺下的
「苦水」，例如一些中央推動的項目，雖然
會為貧困縣提供大部分的資助，但縣政
府亦需自行配對餘下小部分，「即使(中
央)出8成，縣政府仍需籌組2成資金，他
們不想浪費機會，通常會照收，只是最
終卻無法配對，令有農村老師無糧出」。
她坦言，出現有關問題有人只聯想到

官員貪腐，但事情其實明顯更複雜，這
些正是國家與地區發展的實況，並形容
這正反映了「銀幣的兩面」：不同角度
看有不同效果，所以認識國情時需要多
角度分析，才可全面理解。

羅范椒芬(左)
出席青年論壇，
與 學 生 真 情 對
話。 資料圖片

▲羅范椒芬勉勵
青少年認識國家
時需解開心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羅范椒芬(左)去年到江蘇省考察。
資料圖片

■(左起)溫千紅、左燕芬及阮綺靜手持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溫千紅繪畫「光纖之父」高錕的水
墨畫。 受訪者提供圖片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幾位六年級同學均認為，戲劇能吸引他們更主
動認識文學典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參與「國民藝術教育計劃」的學生
在井岡山寫生。 受訪者提供圖片

小學生演歷史劇 悟木蘭孝天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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