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港燈和中電分別公佈加價，加幅分別達6.3%和9.2%，創下
近年新高，社會譁然。一般認為，加價勢將進一步推高通脹，令
基層市民的生活負擔和中小企的營運成本加重。

誠然，兩電是上市公司，需要顧及股東的利益。市民也需要承擔
使用更清潔燃料的代價，尤其天然氣價格上升幅度較高，以及要達
成減排目標。但是通脹升溫，已成為社會議題。在這情況下兩電選
擇加價，無疑是自置於與民意對立的位置，破壞一直以來建立的良
好形象。尤其港燈和中電去年的盈利分別達72億港元和103億港
元。它們已承認，其加幅是賺盡准許回報率上限的9.99%，予人覺
得未盡社會責任，甚至是罔顧基層市民和中小企的死活。

就策略而言，兩電可能認為，現屆政府的任期已踏入最後階
段，無法再推出措施「懲罰」其行為，所以應爭取最大加幅。若

然它們不趁這個黃金時間加盡，下屆政府上台，將有更多方法與
其討價還價，加價不會那麼容易。而就兩電的表現比較，港燈可
能已預計社會反應，在討價還價下，調整收費結構紓緩大部分基
層加幅，但是中電似乎並未有作好部署，堅拒讓步，頓時成為輿
論的矛頭。

《管制計劃協議》下，電費調整的機制已訂明，政府無可奈
何，只能顯示強硬的態度，表示不接受兩電的加幅。環境局局長
已表明，按照規管協議，兩電是有權加價。所以，政府現今的算
盤是以向兩電施以民意壓力，企圖讓其回心轉意。特首辦透過
Facebook呼籲市民按「讚好」，以讓兩電知道其反對聲音，便可見
政府把民意矛頭導向至兩電的策略。

但是即使兩電最終讓步，調低加幅，作為兩電的監察者的政
府，也會成為最後的矛頭，例如政府會被質疑，當年制訂《管制
計劃協議》時，為何沒有考慮兩電的電費加幅可能高於通脹。為
了平息市民對電費加價的不滿，政府要迫使兩電在收到與其就差
餉地租訴訟獲得的退款後，回饋市民。若然兩電拒絕，政府可能
要自掏腰包，在預算案中公佈電費補貼措施。

一直以來，《蘋果日報》逢中必反、造謠生事是眾所皆知的，不過，藉告示牌字體發難如此幼稚荒唐的抹

黑手法也實在罕見。傳媒最重要的是講誠信，不能為了譁眾取寵去製造新聞，尤其是這種生安白造、無事生

非的所為，更為大眾所厭惡，長此以往，必然誠信盡毀，報格全無，就算他們仍能靠宣淫販賤、造謠生事的

邪門左道維持一定的銷量，也只能是作孽越重！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

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

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18 2011年12月19日(星期一)

自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初稿作公開諮詢後，有關此科是否
「洗腦」引來不少的爭論；然而作為一個了解德育及公民教育教學法的師資
培訓者，筆者認為此科是否造成「洗腦」，其實只是一個偽議題。學習過德
育和公民教育教學法的教師，都會知道課程發展議會一直提倡施教這科時
應以生活事件為中心，讓中小學生從討論和分析事件的過程中，建立其正
面的價值觀；就算遇到爭議的課題，根據96年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教
師應以積極中立的態度提供各方面的資訊，讓學生自行去判斷。故此，一
個專業的德育和公民教育教師是不會將自己的觀念灌輸給學生的。

「洗腦」只是一個偽議題
曾學習過德育教學法的教師，應認識到兒童的道德發展是有階段的，

因應中小學生的德性成長是處於習俗德育期，教師施教時要提供道德兩
難的情境，讓學生討論和建構自己的價值。與此同時，教師又可用價值
澄清法，讓每個學生接觸不同的價值，並促使這些價值呈現出來，再由
學生加以反省和確立自己的生活價值。若以說教式作德育教學，反而會
使學生對德育形成一個錯誤定型，認為德育是「老套」和與自己的成長
無關。

在公民教育方面，最常見的教學方法有反省探究和批判取向兩種。反省
探究的教學法是以培養學生公民能力及積極參與為目的；教學過程中，教
師要讓學生分析個人及群體在決策時所處的環境及其程序，並培育學生能

有責任和積極地參與社會事務。至於批判取向則認為公民教育的內容不是
一套由施教者擁有並傳遞給學生的公民知識，而是從日常生活中出發，透
過師生的研究、討論及批判而成的一套公民能力和態度。

建立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德育和公民教育的教學不是一個單向的教學過程，常用的道德和公民教

育的教學法，皆以教師作為學習促進者的角色，故指此科教師向學生「洗
腦」，是對相關教學法的不了解。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
中，小組建議教師以APET模式進行國情教育；這套教學策略鼓勵教師在教
學中提供相關課題的人物、環境、事件和時間，供學生以多元角度進行思
考；教師運用這個教學策略，是不會灌輸偏激的正面或負面價值給學生，
而應讓學生在討論和分析議題時建立批判思考的能力。

在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中，筆者當然明白有些人是因其政治立場而反對
推行這科，但感到有點莫名其妙的是，為何有人要求不要培育學生正面價
值？事實上，有關培育學生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和承
擔精神等價值觀，早在2002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已有提及，當年大家
不反對培育學生正面價值，為何現時卻來一個180度的轉變？這真的是為學
生嗎？假若學校未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和積極態度，社會將會有更多
持負面價值的青少年，這既不是香港之福，也對學生成長無益！希望各方
能理性討論，為下一代的利益而共同落實這科的學與教。

科大學者成名多番發表有違學者風範的激進言論而
備受批判，其中《文匯報》更發表多篇文章揭露其極
端言論，惹起反對派人士及成名同路人的「關注」。
不過，他們關注的焦點並非以事論事君子自道，而是
另一場大扣帽子的政治抹黑。成名面對有理有據的批
評，其支持者不是以事實回應，而是一味大聲疾呼遭
受打壓，然後罷看罷聽，依然故我。事前咄咄逼人，
事後又以弱者姿態反指控公眾輿論批判是「傾力圍
剿」，那只反映了他們無比虛偽，不但沒有民主聽
證、百家爭鳴的胸襟，而且隨意借取公眾同情，扣人
帽子，企圖迫使批評者立即閉嘴，如此心態才是民主
社會的真正倒退。

對批評聲音大扣帽子
個別立場傾向反對派的學者認為近日對成名的批評

是「傾力圍剿」，打壓異議聲音云云。不過，香港言
論自由，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感，完全
發揮民主輿論監察社會的機制效果。動輒把多篇有理
有節的批評文章嘲諷為「傾力圍剿」，總是強調自己
如何可憐，賣弄悲情，從不反省自己的言行，只是不
斷叫屈被壓迫、壓迫，再壓迫；他們拒絕唇槍舌劍而
顧左右言他，未肯正面回應，目的就是醜化異見，博
取同情，要批評者立即閉嘴。如果「傾力圍剿論」成
立的話，那麼成名在報章、互聯網和法輪功媒體上的
言論，豈不是更加咄咄逼人了？更加肆無忌憚地去抹
黑他人？何以成名可以在媒體上製造輿論攻擊國家體
制、圍剿他人，別人就不可用有理有據的筆端直抒胸
臆「反圍剿」他？

「偽裝弱勢」只是變相「裝腔作勢」。反對派「自辯」主調是派內
不能孤軍作戰，沉默不語，彷彿民主如此下去就會倒退，反對派就會
一個個倒下去，說得慷慨激昂，悲憤莫名，一副反對派即將崩潰的模
樣。不過誇誇其談之餘，也盡顯其人的虛偽。

真理越辯越明
如果仍然有人替成名不值，請他們好好了解成名所作所為；如果成

名不是以咄咄逼人的嘴臉，大肆鼓吹外國勢力攻擊國家，超越學者中
立持平的道德底線，成名又怎會受到《文匯報》作者們的連番敲問？
然而，成名備受質疑，憤青們首先想到是批評者用心不良，批評的用
意，都是旨在政治迫害，他們沒有考慮過成名之流所說所做如何過
分，才惹來《文匯報》發表的多篇文章的指責。作者們眼見不平事，
宣之於口，有何問題？有識之士，面對成名乖離大義與邪教為伍的口
吻，則以筆代口，抓取真理，期望陳列觀點，越辯越明。其實，《文
匯報》批評成名的作者，把所有的理據都寫進文章去，如果反對派中
有人不同意，大可做文陳情，逐一反駁，但他們寧可採取惹人同情的
態勢，裝模作樣，繼續自說自話，以為把批評的理據視為「上綱上線
的工具」，甚至把批評者的觀察醜化為「監聽行為」，就可免除反省的
責任。

袖手旁觀的確是一種罪行，這解釋了何以社會接連出現多篇批判成
名的文章。不平則鳴，是作者們批評成名的基本心理。以往正是由於
無人反駁這些人的觀點立場，以致成名之流的學者更肆無忌憚假借學
術之名欺世盜名；如果作者們為免被加上「政治壓迫」的污名而噤若
寒蟬，那才是社會的不幸。如今有人勇於抵制成名的專橫霸道，誠為
民主美事，可惜在反對派中人及其政治學者的眼中，總是變成「政治
迫害」。他們有被迫害妄想症，對批評無動於衷，死要面子。沒有進
步的，還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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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加價開大口 寸步不讓太過分

陳振寧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政府與兩電博弈

胡少偉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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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德育和公民教育的教學法

兩間電力公司準備大幅增加電費的消息一出，像
在香港社會投下了一枚強力炸彈，激起公眾怒火，
連日來抗議兩電罔顧企業社會責任之聲不絕於耳。
自由黨亦於上周五發起了「反對兩電賺到盡、血口

噬人亂加價」抗議行動，要求兩電馬上減低加幅。港燈雖即時回應了我們訴
求，減輕了部分用戶的負擔，但整體加幅依然不變，而中電則是寸步不讓，
一於完全少理外間怒火。我認為這簡直是太過分了，必須設法令兩電，尤其
是中電，好好回應外間的強烈訴求。

其實，現時香港通脹高企，經濟前景陰霾密布，中小企營運困難，兩電分
別提出的9.2%及6.3%加幅，遠高於通脹，根本不可能為市民接受，就算特
首曾蔭權及能源諮詢委員會也罕有地批評兩電加幅太過高。曾蔭權更高調指
加幅不可接受，亦重申兩電「作為公共事業，在調整價格的時候，應該考慮
到其社會責任。」

將多收差餉回饋用戶
至於能源諮詢委員會也發表聲明，對中電在電費穩定基金尚有龐大盈餘下

仍加電費表示遺憾，另對港燈的加價建議有保留，指兩電早前在政府多收差
餉及地租的官司中獲退款，促請兩電將退款全數回饋用戶，要求兩電，尤其
中電，審慎考慮大幅加電費對市民的影響，及時下調加幅。

面對市民及中小企的訴求，我與自由黨一眾黨友便發起遊行抗議活動，結
果一呼百應，除黨友外，大批最受瘋狂加電費影響的飲食業及批發零售業界
友好，都齊來支持響應，二百多人先後到中電及港燈請願，反對兩電的不合
理加費。而港燈在我們請願後，隨即宣布稍為調低電費，將低用電量的用戶

電費調低，預計九成的港燈住宅客戶，實際淨電價加幅為4.97%或以下，而
七成商業客戶，加幅為6.08%。儘管港燈是在玩弄數字，不要說七成商戶的
減幅似有若無，由6.3%改為6.08%，整體的加幅維持不變，但總算是稍為回
應了巿民和商戶的訴求。

反觀中電，雖於同日召開記者會，但卻是向市民表明「企硬」不會減電
費，只反覆表示加價因成本上漲所致。我對於中電這間盈利高達百億元的大
企業，在聆聽了廣大市民的訴求後仍無動於衷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滿和失
望。若中電不正視這股燃燒正旺的反加價烈焰，勢將激起更大的民憤。

負起企業責任 壓縮電費增幅
其實中電今次加價申請過程中，本來就有不少撲朔迷離的疑點未清楚交

代，例如有報道引述政府消息指，中電將明年燃料成本升幅全轉嫁市民，不
願透過燃料價條款賬先作分攤，而政府亦質疑中電鋪設天然氣管道的計劃，
開支仍在審批，相信未必可以在今年或明年的財務報表內反映出來，中電卻
將這類可能不必要的前期投資，提早計算在新收費計劃內，這些問題都必須
窮追猛打，要中電務必向市民解釋清楚。

電費是市民及中小企避無可避的必須開支，但這次兩電的大幅加價，一副
不放政府在眼內的做法，特首也只能擺姿態，運用「出口術」，希望兩電畀
面減低加幅。事實上，如果政府一早做好把關工作的話，早就可以將電費加
幅壓低，又何需只能坐看兩電視政府如無物？

現時距兩電正式加價尚有兩個星期時間，我希望兩間電力公司，尤其是中
電能夠以大局為重，負起一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懸崖勒馬，大幅壓縮電費的
增幅，實行與市民及中小企共渡時艱。

最近，惟恐天下不亂的《蘋果日報》又有新猷，刊出了一篇
題為《新界告示牌棄用繁體字　政府簡體化港人》的報道，指
警方在新界部分地區豎立的警告牌中用簡體字取代繁體字，代
表警隊邁向「公安化」云云，內文更引用反對派的區議員言
論，指這是政府溫水煮蛙的「去繁體字行動」，破壞香港文化
價值。

然而，有關人士到有關現場實地考證後，揭發《蘋果日報》的
報道是有心插贓嫁禍的鬧劇。原來，在屯門良景 和上水港鐵
站，置有警務處發出的簡體字警告牌，上書「行人路上踏單車會
被檢控」的字句。不過，就在簡體字告示牌的旁邊，還豎有一個
以繁體字寫成，內容一模一樣的告示牌。顯然，告示牌一式兩
款，簡繁並用，意在方便內地人士閱讀，這是警隊的一項德政，
卻為《蘋果日報》大做文章。

如果說，簡繁兩種告示牌在不同地方豎立，那或許會令人誤
解，但明明兩牌並列，又如何會只見簡體而不見繁體？顯然並非

《蘋果日報》的記者失察，而是心存不軌，混水摸魚，睜 眼睛
說瞎話。

一直以來，《蘋果日報》逢中必反、造謠生事是眾所皆知的，
不過，如此幼稚荒唐的抹黑手法也實在罕見，因為，即使有心抹
黑，也得手上有墨才行。比如說，你要誣陷對方是蕩婦，即使未
能捉姦在床，最少也得有點足以令人產生誤會的理據，若當街扯
掉人家的裙子，然後淫笑 說人家只穿內褲出街，這種行為，只
有瘋子才幹得出來。

屢造假新聞自毀誠信
無獨有偶，配合上演這場鬧劇的，尚有一位不知所謂的民主黨

區議員鄺俊宇，他馬上站出來當這醜劇的配角，認為這是政府
「消滅」繁體字的陰謀。魯迅先生曾說過「一見短袖子，立刻想
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
如此躍進。」鄺議員的想像力亦不遑多讓，他一看到簡體字，就
聯想到文字陰謀，就聯想到文化滅絕，就聯想到以簡體字取代繁
體字，令繁體字變成香港人另一集體回憶。如果照此邏輯，香港
人的「災難」還陸續有來哩—由於越來越多人說普通話，越來越
多兩地婚姻，香港人會遭基因改造，將來也就不會再有純種香港
人，香港既然沒有香港人，那就不再有「港人治港」，不再有

「一國兩制」，不再有言論自由，不再有法治，世界末日將會來臨
⋯⋯其實，這種望文生義、危言聳聽的手段，正是反對派反中亂
港最常用的手段，不過，狼來了說多了，也就變得毫不稀奇，鄺
議員的表演，令人對他的智慧產生懷疑，這種人也可當區議員，
只能讓人感到香港的選舉文化出了問題。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香港人最重視的傳統是童叟無欺。所
以，傳媒最重要的是講誠信，不能為了譁眾取寵去製造新聞，尤
其是這種生安白造、無事生非的所為，更為大眾所厭惡。長此以
往，必然誠信盡毀，報格全無，就算他們仍能靠宣淫販賤、造謠
生事的邪門左道維持一定的銷量，也只能是作孽越重！

《蘋果日報》造假越多作孽越重
梁立人資深傳媒人

蔡方柏近日到訪本報舉行座談會時表示，歐盟及

歐元不會崩潰或消失，但從制度上解決歐債危

機尚需時日。中國經濟在危機下發展的勢頭

不會發生根本改變，現時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非

常好的發展時機，中國應抓住機遇使自己成為真

正的強國。

歐美債務危機暫難解決
蔡方柏大使認為，當前美國等西

方國家存在的困境，是國際金融危
機繼續發酵帶來的後果。國際金融
危機暴露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制度性
的弊端，造成了歐美債務危機，導
致經濟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社
會動蕩，可謂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制
度固有的弊端所釀成的苦果，短期
內恐無法解決。

他指出，歐洲高福利發展模式不
適應全球化需要導致競爭力下降，
歐元的結構性弊端是歐債危機的根
本原因。他亦指歐債危機屬制度性
危機，短期內不僅無法解決，還可
能發生反覆動蕩。但他不完全贊成歐盟要垮台、或歐元將消失的觀
點。儘管歐盟及歐元存在嚴重的困難和分歧，甚至可能出現動蕩，但
這涉及歐洲國家的核心利益，歐元必將得到維護。

中國應抓住機遇成為真正強國
他認為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是另一個重要的國際現象。亦是本世紀

初最重要的國際現象。當前的現實是新興國家的崛起及西方國家的相
對削弱。新興國家崛起，中國發展勢頭最強勁。現時是中華民族歷史
上非常好的發展時機，中國應抓住機遇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強國。中國
經濟在危機下發展的勢頭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因中國面臨的挑戰是任
何大國發展中必然要面對的問題。當前中國面臨的幾個問題：

1. 西方經濟低迷對中國保增長、調結構、改善民生造成困難。
2. 金融風險增大，涉及金融資產安全問題。
3. 保護主義抬頭。
4. 美國一再壓人民幣升值。
5. 全球政治經濟重點東移，美國加大了對亞太的投入，從政治、經

濟、安全上牽制中國的一面增大，欲主導亞太各方面。
6. 中國周邊國家麻煩增多，包括兩個原因。第一，我國發展勢頭強

勁令周邊國家不安。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挑撥離間，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發展。第二，
意識形態方面，西方國家欲通過網絡等形式西化中國。西方一方面通過炒作這些問題挑起
中國內部及外部矛盾，另一方面，也方便轉移國內視線，轉嫁危機，甚至可能挑起事端和
戰爭。

儘管如此，包括中國周邊在內的全球政治經濟大格局並未發生大變化。中國仍是周邊國
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此外中國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政策令周邊國家都收益。這種情況
下，美國無法改變根本局面，只能製造麻煩。總體而言，中國面臨的機遇大於挑戰，只要
能冷靜而妥善應對，中國依舊佔有主動地位。我們應首先增強內部凝聚力。其次繼續改善
周邊關係。第三妥善處理好南海及東海問題。其中增強內部凝聚力是關鍵，把自己事情做
好。 (大使看世界系列文章之五，全系列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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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深外交官、前駐法國
及瑞士大使蔡方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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