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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說」否定師生的自我識別能力
平心而論，今番爭論的源起，只是由於一本新推出

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部分內容偏
頗。然而，這本小冊子只是參考資料，更是無數可作
參考的資料之中的一種，何況校方可自由選擇課程內
容。抓住這樣一本非官方的參考小冊子，就聳人聽聞
地說孩子們會因此而被「洗腦」，不僅言過其實，而且
缺乏對學校、老師和學生應有的信任和尊重。當下傳
媒信息如此發達，香港中小學生每日通過無數渠道接
收多元信息，隨時都會形成自己新的理念與價值觀，
而老師也會有自己的取向，「愚弄」、「洗腦」學生之
事，實在難以發生，我們應該對香港整體教育制度下
的老師和學生，多一份信賴。

推行國民教育乃全球趨勢
推行國民教育早已經是國際慣例，並非香港獨有。

有外國學者研究了1870年到1970年各國憲法，發現憲法

中訂明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43個增為
139個。光是香港的周邊國家，日本的愛國教育聞名於
世；新加坡每年開展一次「國家意識周」活動，以凝
聚國民的國家意識；韓國各類學校，學生從小到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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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泰國、馬來西亞等無一例外都將國民
教育列入學生必修課程。可見，世界各國都普遍推行
國民教育，不論其歷史悠久還是短暫，政治制度和國
體是實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且，幾乎每一個
現代國家的國民教育，都把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和
民族精神培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美國推行國民教育的巨大成功世人皆知，香港的競

爭對手新加坡，通過國民教育成功凝聚人心，成為星
洲經濟騰飛的精神動力，令這個人多地少、資源匱
乏、政治動盪、經濟落後、種族紛爭、滿目瘡痍的島
國，迅速崛起於東南亞，成為新興的現代化發達國
家，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GDP都已經超過香港。
香港回歸才15年，然而香港人經受的殖民統治卻長

達一個半世紀。英國人處心積慮推行的殖民教育，刻
意模糊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和文化認同，令很多香港人
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疑惑，對自己的祖國產生誤解甚至
隔閡。回歸15年來，身份認同一直是港人面臨的深層
次文化問題，香港的人心回歸如此之難，與國民教育
的缺失大有關係。

香港國民教育缺失已釀惡果
更有甚者，是回歸以來，香港的國民教育不但沒有

及時推行，而且還將中史科從初中必修科中剔除。自
2000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容許學生自行選擇是否修讀中
史科後，全港470多間中學，已有120間在初中課程不開
辦中史科。正因為如此，針對國民教育的缺失，特區
政府於2010年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
修課，實在只是亡羊補牢之舉。何況自去年初課程指
引作首次諮詢，今年初又正式諮詢4個月，才產生了現
時的指引，當中已盡量反映社會特別是教育界對指引
的意見。去年的一項調查更清楚顯示，八成教師認同
政府的國民教育課程。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15年中，醞釀國民教育是否推行

已用了整整10年，諮詢又花費了2年，其後還有3年的開
展期。同時，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的空間和彈性都十分
寬鬆，有3年的開展期，小學不是一定要在今年9月推
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如此情況下，反對派還要挑
起反國民教育的風波，只是為了挑動國民教育爭議、
進行選舉操作。
其實，國民教育引起爭議原因很多，包括對教材內

容、推行模式、課程設置等問題各方的看法互有參

差，不盡相同，反映出學
生、家長以及教育工作者
的多元訴求。教育局可以
而且應當在推動實施的過
程中廣泛收集各種意見，
與學校、師生以及家長不
斷溝通，以持續完善香港的國民教育課程。

香港學生豈能不了解國情
需要強調的是，國民教育不僅關乎教育範疇，而且

關乎香港的發展，港人如果不認識國家，香港怎麼能
發展？港人如果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怎麼能抓住
國家發展的機遇？美國就公開承認，《公民與政治課
程標準》的目標是「培養認同美國憲法民主制度基本
價值觀和基本原理的合格公民，並使他們有見識、負
責任地參與到政治生活中」。
就學生的個人發展而言，在全世界都放眼中國的大

環境下，又豈能不熟悉自己國家的國情？何況香港乘
搭內地經濟發展東風已經是命脈所繫。在「十二五」
規劃、挺港「36條」等措施下，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將
更加全面深入，青少年北上發展的機會更大。通過國
民教育，可以多了解國家現況、歷史及文化，對青少
年有莫大裨益，有利其配合國家發展，提升能力，拓
展出路。這是關乎香港青少年的個人前途、發展空
間，以至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還有沒有將來的重大問
題。若是抱 對孩子未來負責的態度，怎可拒絕國民
教育？更怎可能為了一本參考資料而否決整個國民教
育課程？

有關香港應否開設國民教育課程的爭議愈演愈烈，已經圖窮匕現地展現出反對派全面騎劫

議題，從幕後導演到前台操縱，以提前炒熱9月立法會選舉的意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

有政客公開威脅要發動罷課，不惜以犧牲學生學業的極端手段，裹挾家長和中小學生，以達

到動搖政府管治、打擊建制派的政治目的！其行徑令人憤慨。就學生的個人發展而言，在全

世界都放眼中國的大環境下，又豈能不熟悉自己國家的國情？何況香港乘搭內地經濟發展東

風已經是命脈所繫。若是抱 對孩子未來負責的態度，怎可拒絕國民教育？更怎可能為了一

本參考資料而否決整個國民教育課程？

反對劫持學生以否決國民教育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鴿狀趕絕逼棄超選
司馬文退黨欲去馬

一直稱要代表公民黨參選「超級議席」的司馬文，
因該黨於上月初高調宣布該黨會放棄「超選」，

並以對方「太遲表達參選意向」為由拒撐。司馬文隨即
還擊，表示為參選寧願退黨，更會「考慮」參選港島區
直選，和該黨的陳家洛名單「打對台」。

未否認李柱銘勸退傳聞
不過，司馬文昨日正式宣布其去向時突然稱，過去一

個月的經歷「非常有趣」，令自己明白到公民黨無冒險
精神，他眼中的機會卻是對方的阻礙，而過去先後有多
名「高層」勸退他參選，自己在「幾經考慮」後，決定
接納「朋友」意見，為「力保『泛民』24席」而放棄參
選港島區，「不想製造危機」，而被追問他的「朋友」
是否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時，他拒絕回應並稱，「我
是不會向大家提供名字，但我是接受意見後作適當決
定」。

續爭入場券自言機會低
不過，他就維持退出公民黨的決定，並稱會繼續爭取

民選區議員提名支持，爭取「超選」的「入場券」，但
承認「直到星期日（7月29日），我只得到10名區議員的
提名支持」。
就公民黨被指與民主黨及民協「密室交易」後決定

「趕絕」他，司馬文稱，「我曾經問過相關問題，答案
是無，或者可能有，但得到的答案卻是無」，但就指自
己會全力支持「真正泛民」，而非「扮泛民的泛民」。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發表聲明，稱對司馬文能「顧

全民主大局」，決定不出選香港島立法會選舉「表示感
謝」，又證實對方已於昨日遞交了退黨申請，但稱會與
司馬文溝通，並盡量挽留。

禁區議員站台全面封殺
不過，據反對派中人表示，司馬文於昨日宣布其去向

的活動，本來邀請了公民黨及民主黨等反對派中人撐
場，但反對派陣營在達成「暗室交易」後即廣發「格殺
令」，禁止反對派各陣營現身司馬文的記者會，以免影
響「大局」，令昨日記者會最終只得司馬文1人「棟篤
企」，又透露公民黨已在黨內發出禁令，禁止該黨的區
議員提名司馬文，又警告了原稱屬下區議員會支持公民
黨參加「超選」的「新民主同盟」不要提名司馬文，新
民盟為免影響和公民黨的關係，最終亦未有全力支持司
馬文。

馮檢基大型廣告牌 屋署證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昨日公
布的最新民意調查發現，在7月
25日至27日接受訪問的863名18
歲或以上的市民中，最多人支持
的本港政黨或政團仍然是民建
聯，佔7.9%。
是次調查發現，民建聯獲最

多受訪者支持，但較6月的調查
下跌了2個百分點；排第二的是
民主黨，支持率為7.1%，較6月
下跌0.5個百分點；公民黨就以
4.3%排行第三，上升了0.3個百

分點，第四位為「人民力量」，
支持率為2.3%，與上次調查相
若；自由黨以2.1%排行第五，
其支持率較6月調查上升了0.8
個百分點；隨後為工聯會、新
民黨、工黨和社民運，支持率
分別為1.7%、1.5%、1.3%和
1%。
不過，是次調查發現，仍有高

達64.3%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任何
本港政黨或政團值得支持，雖較
6月的調查微減0.2個百分點，但
仍處高位。

馬草泥暗示被癲狗踢出九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一直盛傳有意參加今屆九龍西地區
直選的前「人民力量」執委「馬草
泥」任亮憲，昨日在其「面書」
（facebook）中發出不參選聲明。據
稱，由於「人民力量」擔心他出
選，或會分薄競逐連任的現屆議員
黃毓民的選票，故千方百計逼退
他。
任亮憲日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仍聲稱自己正考慮參加立法會選
舉，但他昨日就在其面書宣布不會
參選，稱自己確曾有參加立會選舉
之心，是因為看到反對派近日「氣
勢磅礡」，在九龍西力爭第五席並
不是「不可能的任務」，故才考慮
披甲出征。

稱遭黨友詆毀反骨
他續稱，自己對「人民力量」各

成員「不含半點仇恨或妒忌」，

「我在各方面擁有的比很多人都
多，哪需眼紅」，又稱自己「從來
沒有想過要分黃毓民的票」，指他
即使參選，也只會跟其他參選者競
爭，絕不會向「恩師」黃毓民開
火，不會令「人民力量」的選情有
任何變數或風險：「『人民力量』
不是鼓吹多元民主的嗎？盟友參
選，何以攻之？請大家凡事都要冷
靜客觀，切忌盲目發炮、非親即
敵，否則只會讓人感覺偏激霸道，
難以服眾⋯⋯自問沒有做過任何傷
害戰友或前輩的事，也沒有收取他
人利益，為甚麼要以反骨來詆毀
我？」
已報名參加九龍西直選的，還

包括民建聯蔣麗芸團隊，西九新
動力梁美芬團隊，民主黨黃碧雲
名單，公民黨毛孟靜名單，民協
譚國僑名單，報稱獨立的黃以謙
及黃逸旭。

民協日前突然「變陣」，
該黨九龍東及新界西立法
會參選人同時棄選，聲稱
是為了「顧全大局」，而為
掩飾該黨是次變動是與公
民黨及民主黨達成「暗室
交易」，就聲言該黨原九龍

東參選者會「過票」予社民連九
龍東參選人陶君行。不過，諷
刺的是，民協九龍西參選團隊
昨日在「再報名」參選時，就以
「不暴力」為口號，自相矛盾。

民協前主席馮檢基昨日報名
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其
九龍西譚國僑參選名單亦於同
日「再報名」，並以「不暴力
不保皇」為口號。不過，該黨
早前稱，會將該黨九龍東的選
票「過」給社民連九龍東參選
人陶君行，而社民連主席、新
界東參選人梁國雄正是在立法
會內「掟蛋」，多次擾亂議會秩
序及拉布的始作俑者，令人質
疑民協的「不暴力」口號是自
相矛盾。

辯無可辯捉字蝨
民協黨務部部長許錦成昨日

辯稱，他們協助社民連與「不
暴力」的口號並無衝突，指口
號希望表達的是民協的政治路

向不會走向暴力，而非指責香
港存有「暴力」政團，又為社民
連辯護，稱該黨「並不暴力」。

陶君行不領好意
不過，陶君行似乎對民協的

「好意」並不領情。他昨日在一
活動上稱，社民連和民協的政
治取向截然不同，故他也不明
對方為何要「幫助」他，又指
自己會以「開放態度」視之，
「聽其言、觀其行」。

已報名參加「超級區議會」
議席的，還有民建聯劉江華團
隊，民建聯李慧 團隊，工聯
會陳婉嫻團隊，民主黨何俊仁
及涂謹申2張名單，及報稱獨立
的白韻 。已報名參選九龍東
的，還包括民建聯陳鑑林團
隊，工聯會黃國健團隊，獨立
的謝偉俊，民主黨胡志偉名
單，公民黨梁家傑名單，「人
民力量」黃洋達名單，及報稱
獨立的譚香文。已報名參加九
龍西選舉的，還包括民建聯蔣
麗芸團隊，西九新動力梁美芬
團隊，民主黨黃碧雲名單，公
民黨毛孟靜名單，「人民力量」
黃毓民名單，報稱獨立的黃以
謙及黃逸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僭建風
波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港文匯報接獲
讀者投訴，指昨日報名參加立法會「超級區議
會」選舉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涉嫌在旺
角亞皆老街染布房街19號利豐大廈僭建大型廣
告牌。屋宇署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證實，有關招牌確屬於違例建築，並已向有關
人等發出了清拆令。

同類行為有前科
民主黨、公民黨、民協、「人民力量」等反

對派政黨及政團，近期被揭發涉嫌在寓所以及
辦事處僭建。其中，馮檢基早於2011年就被
《東周刊》揭發在火炭樂恆花園的住所內，懷疑
用鋁窗圍封露台，而有建築師參考相關單位外
圍相片及圖則後，認為屬僭建機會極大。不
過，馮檢基回應稱，自己曾聯絡屋宇署人員到
家中視察，並於約1個月前接獲署方回信，證實
其單位沒有僭建物。

再玩潛水拒回應
不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市民投訴馮檢

基涉嫌在旺角亞皆老街染布房街19號利豐大廈
外牆僭建一幅大型宣傳廣告標語。
屋宇署發言人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證實，該大廈的外牆建築早於2008年已成為政

府的目標清拆違例建築物項目之一，而有關位
置的廣告牌確屬於違例建築，當局正追查出租
該位置的廣告商，並在確定對方身份後再發出
清拆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則嘗試聯絡馮檢基，但至昨

晚截稿前仍未獲回應。
已報名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的，還包括

民建聯劉江華團隊，民建聯李慧 團隊，工聯
會陳婉嫻團隊，民主黨何俊仁及涂謹申2張名
單，及報稱獨立的白韻 。

■司馬文懷疑受到壓力，於昨日

宣布不會參加港島區直選。

■馮檢基在旺角利豐大廈外牆的大型廣告，被屋宇署證實僭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
自
相
矛
盾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被揭與民主黨「密室交易」，答應「賣

友求榮」，棄選「超級議席」，逼退為該黨而背棄家國、放棄荷蘭國籍的南區區

議員司馬文，拒絕對方代表該黨出戰「超選」，令對方一度以退黨及「考慮」

參選港島區直選作威脅。在事件拖拉兩周後，司馬文昨日終於宣布退出公民

黨，但就稱自己不會參與地區直選，又透露自己只取得約10名民選區議員的提

名，未必可以參加「超選」。有反對派中人透露，公民黨及民主黨在與民協達

成「暗室交易」，遂決定「趕絕司馬文」，以免「超選」時「多隻香爐多隻鬼」。

民記蟬聯最受歡迎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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