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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反對派選舉操作陰謀 理性討論國民教育
昨日的反國民教育遊行，一方面反對派政團空群出動，另一方面也有一些
家長攜子女參加，對此應作出區分。反對派妖魔化國民教育，是一種選舉
操作的手段，其企圖是以國民教育為話題攻擊政府和建制派，扭曲正常的
選情，在香港社會製造分化，並挑撥離間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一些家長遊
行則是對國民教育表達不同的訴求，包括對國民教育的教材內容、推行模
式、課程安排等有不同意見。家長的多元訴求，與反對派妖魔化國民教育
作為選舉造勢，性質完全不同。因此，既要揭露反對派的選舉操作陰謀，

反對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同時社會亦應理性討論國民教育。
反對派政團昨日空群出動舉行反國民教 民教育作為投票決定的標籤，按此荒謬邏
育遊行，包括教協、民主黨、公民黨、工 輯，選民只需投票給高喊反國民教育的參
黨、公民起動、新民主同盟、社民連、人民 選人，議會只需充斥單一議題的劣質議
力量等，這些反對派政團都有參加9月的立 員。但反對派顯然在侮辱選民智慧，選民
法會選舉，昨日的遊行不過是反對派為選舉 關心的是參選人能否協助新特首梁振英和
造勢的行動之一。對此，反對派已不打自 新政府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
招。反對派「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赤裸 題，包括市民居住難、貧富懸殊加劇、經
裸聲稱，是否支持國民教育是區分建制派與 濟轉型舉步維艱、中產階級陷落、年青一
「民主派」的「指標」，凡反對國民教育的 代缺乏出路等。因此，反對派以國民教育
人，都應投票支持「民主派」云云。民主黨 單一議題操作選舉，恰恰暴露了他們罔顧
的何俊仁和涂謹申報名競逐立法會「超級議 經濟民生。反對派將國民教育作為選舉操
席」
，聲稱要市民用選票向國民教育說不云 作，絕非香港之福，也難以欺騙選民，只
云。在新界西出選的公民黨余若薇，其宣傳 會進一步暴露這夥人師承台獨頭子陳水扁
單張亦以反國民教育為主題。
「去中國化」的險惡政治意圖！
反對派將國民教育作為選舉操作，是企圖
反對派企圖扭曲選情
在香港社會製造分化。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反對派以國民教育為話題煽風點火、蠱惑 慣例來看，國民教育是一種國家民族集體認
人心，攻擊政府和建制派，企圖扭曲正常 同(massidentification)的過程。英國統治香港一
的選情。反對派蠱惑人心說，選民可憑國 百多年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推行殖民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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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由此產生的香港與祖國母體隔離的觀
念意識，阻礙香港的人心回歸，影響深遠。
回歸以來的15年，港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
份認同。國家日益強盛以及香港社會意識到
香港的發展跟國家的發展緊扣在一起，是香
港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礎。反對派反對國民
教育，其實是反對國民教育中最核心的國家
認同，其危害是混淆港人的身份認同，製造
香港社會分化。

反對派將國民教育作為選舉操作，是煽動
市民的反特區政府情緒，並以推翻中央政府
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訴求為選舉造
勢。反對派大做文章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
教學手冊》
，雖然存在某些偏頗，但並非完
全錯誤。對於中國和平崛起與持續、快速發
展的經驗，國際社會稱之為「中國模式」
。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中國的發展模
式，無論對中國自己還是對世界其他國家都
具有重要的意義。」
《紐約時報》的文章也
指出：「中國的經濟成功確保了共產黨在政
治上的生存，也確保了社會的安定，並提高
了十幾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個人自由
以及人身尊嚴。」相比起來，香港反對派借
反國民教育妖魔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社會
主義制度，其視野和思維不僅比西方還要落
後，而且完全是別有用心。
反對派抓住一本出版物《中國模式國情專
題教學手冊》當中有所偏頗的幾段話大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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撻，進而妖魔化國民教育作為選舉造勢和操
作的手段。其實，這本教學手冊只是一家之
言，某些說法不準確可以批評，但攻其一點
不及其餘，藉此否定國民教育，因噎廢食就
不對了。

應正確認識內地社會的一些負面現象
筆者認為，香港社會要做到理性討論國民
教育，必須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既要幫助學生
認識和認同國家憲法，愛自己的國家，不能
否定國家憲法和灌輸推翻中央政府的意識；
同時，又尊重「兩制」差異，尊重港人的價
值觀，使之更加符合港情。
理性討論國民教育，應正確認識內地社
會存在的一些負面現象。實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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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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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濃縮了西方國
家上百年才走完的階段，內地存在貧富懸
殊、貪污腐敗、司法不公、道德滑坡等各
種問題，並不奇怪。從堅持「一國」出
發，香港的國民教育不能因為內地存在負
面現象，就否定國家憲法和內地的社會制
度；從尊重「兩制」出發，香港的國民教

原區安置流浪牛
打造共融安樂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流浪牛問題困擾大嶼山居民多年。元

香港國民教育的最大盲點
理性討論國民教育，還需要指出香港國民
教育的最大盲點，是忽視了近代以來國家與
香港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堅
定不移地支持香港同胞反對殖民統治的正義
鬥爭。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
黨，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
針，支持香港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
成為生動現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具有世界
上其他任何政黨都做不到的政治包容和寬廣
胸懷，是中國共產黨為人類政治文明做出的
巨大貢獻。香港回歸後，中央認真履行憲制
責任，全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香港原有的
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沒有變，保持了健
全的法治和自由港的特色。香港回歸15年以
來，一路櫛風沐雨，渡過種種難關，離不開
國家的鼎力支持。在香港遇到困難和彷徨之
際，中央都全力支持香港克服困難，發展經
濟，香港也一次次克服困難，化險為夷。不
管順境逆境，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始終如一。
這是包括廣大港人在內舉世公認的事實，應
該成為香港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

■香港共派出42名選手參加倫敦奧運，圖為港隊
在開幕式上入場。
資料圖片

常關心，梁志祥昨日到訪大嶼山梅窩視察流浪牛的情況，並和地區人
法。他們建議，在保育流浪牛的大前提下，大家通力合作，為牠們尋
找合適的安身之所，「原區安置」
，同時為牛隻進行新的絕育計劃，防
止流浪牛隻無限量繁殖，希望達致「人牛共融」的理想生活。

目 在西貢、馬鞍山及新界和大嶼山

前全港約有1,350隻流浪牛，主要

出沒，其中大嶼山的流浪牛愛在公路閒
遊，咬食區內植物，而涉及流浪牛的滋
擾投訴，主要包括隨處便溺，走上公共
道路妨礙交通等，晚上則在遊樂場內睡
覺，被指造成滋擾及危害駕車安全。問
題引起不同人士的爭論，部分人主張捕
捉，也有不少人主張絕育再放回，甚至
促請漁護署介入，但始終未能有共識方
案及找到最妥善的處理方法。

研新藥絕育 無計劃捕殺
梁志祥昨日帶同傳媒親身了解流浪牛
問題。他表示，目前大嶼山約有200多
隻流浪牛，分布在大澳、水口、梅窩及
塘福等，而流浪牛主要有兩個品種，分
別是水牛和黃牛，其中黃牛品性較為純
良。不過，流浪牛在區內活動，隨處可
見的牛糞問題始終會對居民造成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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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自己過去不斷向有關當局反
映，漁農自然護理署近期就聘請了國際
的權威專家來港，研究一種注射絕育藥
物（GonaCon），以便更靈活地為雌性
牛隻絕育，漁護署向他表示，倘新絕育
方法試驗成功，就可因應不同地方及環
境的局限，採用不同的絕育方法控制流
浪牛的數目，防止流浪牛過度繁殖令問
題惡化。
梁志祥續說，當局構思先捕捉流浪
牛，並送往打鼓嶺行動中心接受絕育手
術及觀察，再評估健康狀況後，再決定
是否送回「原居地」、郊野公園或另作
處理。不過，有部分外界人士誤以為當
局計劃捕殺全部流浪牛，引發爭議。

盼地區合作 人牛共融
他表示，在經多方了解後，證實並無
所謂「捕殺」牛隻之事，大家並認同應
在保育流浪牛的大前提下，為牠們尋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第四屆政府上任以
來，社會就不同議題爭議不斷。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昨日
在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上坦言，新政府在未上任
前，已預計會遇上困難，但實際遇上的困難，比他們預期
中多，如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20多年前的往事而被廉政
公署拘捕等，令市民對管治團隊有疑慮。不過，他強調，
政府問責團隊仍然士氣高昂，相信新政府只要加把勁，並
相信在9月立法會選舉後，立法會各政黨將會和政府重新
合作，屆時新政府做實事的速度就可以更快，有助克服目
前的困難。
張志剛昨日在《城市論壇》上表示，特區政府面對的困
難，比新班子最初想像的還要多，當局有需要加把勁解
決，又坦言由於臨近立法會選舉，很多事情無可避免會被
政治化，「你（政府）採取行動的話，（反對派）就話你
冇經過詳細考慮，到要做研究時又話你不正視問題⋯⋯抱
住這種態度是不應該，市民都很希望政府做些實事出
來」，故認為梁振英有責任團結各方的同時，社會亦應該
向前看。他說：「既然選舉都選了，大家應該向前望⋯⋯
整體社會都要進步，不應該批評那些最初不支持梁振英參
選特首、現在又支持新班子施政者『無義氣』⋯⋯美國很
多時都是選舉時各為其主，但在選舉後就會一起合作。」
論壇上，時事評論員馮振超質疑稱，梁振英以民生行
先，只是在物質上滿足市民，而拒絕正視香港的核心矛
盾，張志剛反駁指，民生問題屬梁振英重要的施政政策，
並非用錢收買市民，有人提出所謂「拒絕正視香港核心矛
盾」的說法是不公道的。

■梁志祥到大嶼山了解流浪牛問題，建議原區安置牛隻。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合適的安身之所，而這些流浪牛在大嶼
山生活多年，已習慣該區的生活環境，
故相信「原區安置」對牛隻是最為有利
的安排，故他希望地區人士能夠共同努
力和合作，尋找合適的地方供流浪牛棲
身，並提供妥善的管理，讓牛隻在指定
的範圍生活，相信只要透過新的絕育方
法做好控制牛隻數量的工作，及處理好
牛隻的健康問題，加上「原區安置計
劃」
，可以達致「人牛共融」
。

農牧職工會願收養任參觀
梁志祥又透露，自己和劉江華已聯絡
了香港農牧職工會，對方答應收養大嶼
山流浪牛。他們希望在牛欄內推動保育
教育，透過開放予市民參觀，讓大家進
一步了解牛的文化，他們又已聯絡元朗
廈村鄉紳鄧坤盛，獲對方答允闢出10萬
呎的「牛牛樂園」，收養大嶼山的流浪
牛，為牠們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

財爺讚外勤隊頂風冒雨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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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一星期，颱風韋森特以10
級颶風吹襲香港，不但嚴重影響市民的
正常生活，引起逾千宗塌樹意外，亦造
成水浸問題。財爺曾俊華於韋森特過
後，亦去到渠務署的緊急控制中心和林
村河的河道改善工程視察。他昨日在最
新的網誌上透露，在此次10號風球和前
後的雨天中，各區的渠務署外勤隊在4天
內（即7月24日至26日）總共出動了470多次
清理渠道，並希望大家明白渠務署同事在排
除水浸時的「點滴皆辛苦」
。

8號風球堅持疏通水道
財爺在昨日的網誌上透露，自己剛好安排
了在韋森特過後的上周二下午，到訪渠務署
的緊急控制中心，「雖然天文台已改掛3號
風球，但風力仍然強勁」。在他訪問緊急控
制中心時，剛好有一隊同事完成工作回來。
原來他們在早上8時當8號風球仍然高掛時，
已經開始清理紅隧九龍入口一帶的渠道，疏
導積水，確保風暴過後市民上班時的交通不

受影響。下午，他們又到荔枝角清理其他渠
道。財爺形容，這些同事當時雖然經過一番
辛勤，卻面上仍帶微笑，「他們告訴我，清
理渠道堵塞不能單在大雨時進行『急救』，
更重要是平日『預防』
」
。每年雨季前，他們
會為路面集水溝、雨水入水口、排水渠及水
道，進行大型清理。雨季期間也會不時巡
查，使渠道保持最佳的「狀態」
。

西環海味街未見水入屋
「香港市民以前也經常受到水浸困擾，但
2010年以來，我們經歷過兩次黑雨、多次紅
雨和這次10號風球，皆沒有大面積的水浸發
生，旺角不再見到水深過車軸的情景，永樂
街海味店不再受雨水入屋之苦。」他讚揚，
雖然在一些的低窪位置仍然有局部的水浸，
但整體而言，暴雨過後，道路積水得到迅速
疏導，交通迅速恢復，大多數市民生活沒有
受到太大影響，「我相信渠務署會繼續努
力，克服餘下的水浸黑點」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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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可妖魔化，不等
於國民教育中的國情教
育必定要完美化。面對目
前內地存在的負面現象，香港的國民教育
不宜迴避，而應實事求是，同時要與西方
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類似現象相對照。

朗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區議員梁志祥和現任立法會議員劉江華對此非
士，包括當區區議員及梅窩鄉事會成員討論有關問題和商討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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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倫敦的奧運聖火點燃，4
年一度的奧運熱潮又再掀起。負
責香港體育政策的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昨日在《局長隨筆》的
網誌上亦湊 奧運熱，透露大型
體育場館的籌劃推動是今屆特區
政府的一個重點，又透露「啟德
體育園區」計劃的顧問研究建議，該
項目可用公、私營界別合作的方式解
決財務及融資安排，並採用「設計、
興建及經營」的模式推展項目，從開
始設計就要考慮到長遠營運的效益，
但不應分拆為個別單位，否則難以發
揮最大效益。

港派42選手參加倫奧
香港在正在進行的奧運會共派出42
名選手出征倫敦，較上屆北京奧運會
增加了8人。曾德成昨日在網誌形
容，香港體育運動水平的提升，是運
動員、教練和訓練團隊不懈努力的結
果，而各方面條件的配套同樣十分重
要。「要提升精英運動員的水平，以
至進一步普及運動文化，提高全民體
育意識，關鍵之一是康樂體育設施的
設置和不斷改善。」

5年耗90億增建設施

他介紹說，過去5年，特區政府增
建和改善的體育設施有40多項，耗資
超過90億元，包括18億元的香港體育
學院重建工程以及多項社區體育設
施，例如旺角大球場改善工程、中山
紀念公園和泳池場館，東涌體育館以
及天水圍體育館等。曾德成強調，未
來5年，當局將投放資源落實體育政
策和提升硬件設備，包括在東九龍啟
德興建大型綜合體育設施。
他認為，過去不少國際體育盛事主
辦組織都有意將賽事移師香港舉行，但可惜香港
缺乏現代化水平的大型場館，以致最終未能成
事，錯失不少良機。不過，特區政府早前已就興
建「啟德體育園區」進行顧問研究，有關研究確
定，在選址上應建設綜合設施，不應分拆為個別
單位，否則難以發揮最大效益。

顧問倡公私合營融資
「顧問指出，體育設施作為社會基建項目，區
別於經濟基建項目，早期可以採取相對較高的負
債比率，並建議可用公、私營界別合作的方式解
決財務及融資安排。」曾德成指，啟德的綜合體
育設施是香港歷來最龐大的體育建設，當局會審
慎研究顧問的各項建議，仔細規劃、周詳部署，
而在敲定最終方案前，定會虛心聆聽體育界和社
會大眾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