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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教導孫兒愛國對國民教育的啟示
李嘉誠教導孫兒愛國的啟示，就是香港的國民教育，必須理直氣壯以愛自己的國家為中心
點。不能愛自己國家，難道要敵視自己國家？不認同國民身份，難道要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不
能為祖國自豪，難道要以祖國為恥？若香港下一代受妖魔化國民教育的流毒影響，以祖國為
恥，背棄祖國，人人奴顏媚膝、崇洋媚外、賣國求榮，香港的前途何以為繼？李嘉誠強調「應
該愛自己國家」
，是對反國民教育的種種謬論的有力駁斥。
長實主席李嘉誠上周
出席業績發布會，被問
到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
國民教育爭議時，強調
自1940年來港生活，自
己一直愛國愛港。「甚
至現在孫兒，我都固定
一個禮拜有一個時間，
我自己編講義 教佢」
。
他又指「永遠無論點樣
環境，自己都係中國
■劉夢熊
人，應該愛自己國家！」
強調這是教導孫兒的「中心點」
。

國民教育的核心是愛國
去年教育局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進行諮詢，初稿中將
「以身為中華兒女而感到自豪」定為學習目標，終因飽
受抨擊遭刪去，這大概創國際先河，貽笑全球。沒有哪
國的教材居然將民族自豪感視為大逆不道。此學習目標
受抨擊遭刪去後，教育局網站內涉及國民教育的教材和
課程指引，部分列明以培養學生對國家歸屬感、愛國心

▲
證
據
確
鑿
▼

及國民身份為教學宗旨。在目前的國民教育爭議中，仍
然引起反對派政客抨擊。身為教師團體的教協領導層竟
然煽動罷課，威逼特區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如此極
端，走火入魔，違反教師團體的職業良知與專業操守。

李嘉誠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按照國際慣例，培養公民的國家認同，是國民教育的
核心內容。西方發達國家以至韓國、新加坡、俄羅斯、
波蘭等國家，都在國民教育中強化國家認同，這些國家
的公民，都以他們的國家為驕傲，都以作為他們國家的
公民而自豪。鄧小平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改變了中國的形象。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
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甚
麼服裝，不管是甚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
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黃霑作詞、王
福齡作曲的《我的中國心》，唱出了大多數港人的心
聲：「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長江長城，
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心中
一樣親。」
《我的中國心》藝術地表現出，愛國往往是國家
認同的昇華，而國家認同則是愛國的前提。李嘉誠就是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龜縮」多天後，終在日
前出席一電台的選舉論壇時回應對其涉嫌瞞報利

益的指控，稱自己身為「Fountain Success」的
董事「無袍金」
，故「唔需要向立法會申報」
，自
己也「無動機」去瞞報，但又稱自己發現無申報
■網民不滿
何俊仁在解
釋「瞞報門」
時前言不對
後語，製作
了 「 壞 仁
（Bad Man）
」
的惡搞圖。
網上圖片

後就「主動」申報。踢爆是次「瞞報門」事件的
網民發帖，批評何俊仁無視立法會議員的申報規
定，對是否有利益及動機問題「自己說了算」，

是自以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並質疑其宣稱「無利
益、無動機」
，卻「無故」要去成立一家公司，令人合
理懷疑其中有不可告人之處，要求何俊仁公開其公司
的財務及生意往來，向市民全面交代。
直被嘲「潛水」的何俊仁日前在出席選舉論壇

報門」事件後首次公開回應，稱自己「無得益、無動機
去瞞報」
。踢爆「瞞報門」的網民「wongfl1934」發帖，
逐點反駁何俊仁的自辯。

自以為可凌駕法律
他批評何俊仁的所謂「無利益」之說，指根據法律文
件，何俊仁至今仍擁有Fountain Success一半股份，仍擁
有比華利山市值2,500萬的物業一半的業權：「憑什麼
說是沒有利益沒業權？你說沒利益，但法律文件說你有
利益⋯⋯作為律師的你，居然可以否定法律文件的地
位，把自己說話凌駕於法律之上，你還有資格當律師
嗎？」
「wongfl1934」又批評何俊仁「無動機（瞞報）」之
說，反問對方既然說該公司無業務、他無董事袍金、無
利益、什麼也沒有，「那麼他（何俊仁）跟弟婦潘女士
成立這間有限公司也是『無動機』的遊戲嗎？每年支付
公司註冊費用、會計師核數費用等等，是嫌錢多、要設
法無目的花掉一些嗎？他與潘女士年年支付這些費用仍
然不關閉公司，很顯然是因為公司的成立對他們二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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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正的愛國者，是愛國愛港的典範。
觀、公正、科學，不要搞成
李嘉誠長期以來愛國愛港的義舉受到普遍的尊重和讚 「一國一制」；這是屬於「怎樣搞」
揚。鄧小平1986年6月會見李嘉誠時，對他捐款辦汕頭 的問題，並非「要不要搞」的問題。
大學的精神表示讚許，對他說：「你對國家提供的幫助 反觀教協反對派政客張文光之流，2008年競選立法會議
是紮紮實實的，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江澤民主席 席時已將推行國民教育列入「政綱」
，今時今日居然出爾
1993年10月會見李嘉誠時，稱讚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 反爾，拚命反對且鼓吹「罷課」
，將學童縛上「去中國化」
者」
。李嘉誠將這句話視為是自己畢生最大的榮譽。深 戰車，「神又係佢，鬼又係佢」
，枉其為人師表！
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慶典，胡錦濤主席與李嘉誠會面
堅持「一國」原則 尊重「兩制」差異
期間高度稱讚李嘉誠「愛國愛港愛鄉」
，為深圳改革和
李嘉誠向傳媒披露，他是親自編講義去教孫子，「自
香港繁榮穩定作貢獻，並希望李嘉誠繼續發揮影響力，
為粵港深港合作、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改革開放作 己是中國人，無論任何環境，都應該愛自己的國家，這
個是中心點」
。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李嘉誠自行編
更多貢獻。
寫教材講義也啟示，可否參照《基本法》的諮詢、起草
愛國並不需要理由
成功經驗，集思廣益制訂一套客觀、公正、科學的體現
反對派政客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其理由之一，是指內 「兩制」最大公約數的國民教育教材呢？國家主席胡錦
地社會存在一些負面現象。但古往今來，世界上有哪一 濤七月一日在香港表示，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
個國家只有光明沒有陰暗？古羅馬帝國何嘗不存在專制 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腐敗？但其哲學家塞內加說：「沒有人因幅員大小或國 本港推行國民教育，也應該堅持「一國」原則，既該幫
力強弱而愛自己的國家。人們愛它因為它是自己的祖 助學生認識和認同國家，不能否定國家憲法和灌輸推翻
國。」這不是國民教育嗎？北宋末年皇帝昏庸無能，金 中央政府的意識；同時，又尊重「兩制」差異，尊重香
兵大舉南侵令山河破碎，作為農家婦女的岳飛母親依然 港人的價值觀，不宜迴避內地的負面現象，對歷史論述
深明大義，在其子背上刺字：「精忠報國」
。這不是國民 應該實事求是。
一個把自身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人，才
教育嗎？美國社會誰敢說沒有弊端和醜惡現象？但甘迺
迪總統卻慷慨激昂地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些甚麼， 是真正的成功者。成為一個愛國者是為人處事的最高境
首先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甚麼。」這不是國民教育嗎？ 界。李嘉誠教導孫兒愛國，繼承了中華民族以屈原、岳
香港市民鑑於「一國兩制」有價值觀方面差異，希望有 飛、文天祥、史可法、林則徐、張自忠、楊靖宇、左權
關教材能體現「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 等為代表的愛國歷史傳統，其啟示就是香港的國民教
異，兩者不可偏廢」原則，對重大歷史事件論述要客 育，必須理直氣壯以愛自己的國家為中心點！

龜縮仁蒲頭死撐
市民逐點駁狡辯

一 時，先後被主持人和「烽煙」聽眾要求解釋「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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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有利益。利益是什麼，只有他們二人最清楚！只
要利益一存在，就有『可能想隱瞞利益的動機』
，推翻
其『無動機』之說」
。

錄等，「尤其是公司在2004年清還比華利山物業按揭貸
款後立即再次把物業按揭給匯豐銀行套現的資金去
向」
。

為己私利無視規則

稱無利益天方夜譚

他又引述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的規定，每
名議員必須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會秘書提
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而申報表格清楚註
明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以公司名義持有物業涉及利
益者全部都要申報，即何俊仁並非受薪董事，也必須申
報股份和物業利益，「何議員居然認為自己可以凌駕於
《立法會議事規則》之上，毋須申報！何議員對規則、
制度等等，到底有多重視？抑或為一己私利，可以漠視
規則與申報制度」
。
「wongfl1934」並質疑既然何俊仁聲稱自己毋須申
報，卻又於2012年7月9日補回，並稱「漏報了就是漏報
了」，是前言不對後語：「若毋須申報，又何來『漏
報』？⋯⋯到底他是毋須申報，還是『漏報』？」
「wongfl1934」認為，何俊仁要證明自己確實「沒有
利益」
，就必須開誠布公，向選民公開有關公司每年的
財務報表、稅務紀錄、生意往來情況，甚至銀行賬戶紀

有關帖子獲得市民熱烈呼應。網民「cheungchinwang」
質疑道：「何俊仁講話無利益，咁開間空殼公司 做
乜？」
「這麼近．那麼遠」亦質問道：「層樓升 好幾
倍都話冇利益？」
「ykl88」留言道：「只要自已覺得冇
利益就唔使報？現今社會講公平、公開、公正，咁我覺
得人 有錢應該畀 我至公平，係咪只要自我覺得公
平、公正就得先？如果咁都叫合法，同做賊合法有咩分
別？香港重何須法治，個個靠自己覺得咪得囉！」
「桑下樽前」就揶揄說：「我想問 何主席間公司係
咪要向政府定期續牌？ 如是，佢開間公司唔單止無得
益，仲定期進貢畀政府？咁咪好偉大！何主席是專門利
人，毫不利己了！」
「cccseee」亦引述何俊仁曾經說過
的「就算無利益都係誠信問題，無誠信係嚴重 問
題」
，「唔會接受『唔記得，唔知道，唔關我事』 回
答」
，「凡事都要講證據，證據確鑿無人屈得到你」
，質
疑對方嚴人寬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福元昨舉行記者會力斥《蘋果日報》報道
失實及涉嫌誹謗。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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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
有傳媒早前報道指警方在大規模
的反黑行動中，拘捕多名鄉事派
中人，包括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
席梁福元。梁福元昨日再澄清，
自己沒有被拘捕或邀請，並批評
有關報道是嚴重失實及誹謗，令
人懷疑有人企圖影響立法會選舉
結果，故自己會向有關方面發出
律師信，並不排除日內向選舉事
務處、廉署及記協作出投訴。

警證未被拘捕
《蘋果日報》早前報道稱，梁
福元在日前警方採取的大規模反
黑行動中被捕，其後並由律師陪
同離去。梁福元昨日舉行記者招
待會，強調有關報道全無事實根
據，自己並沒有被拘捕或邀請，
或以任何形式協助調查，警方亦
從沒有就事件與他接觸，而警方
在早前的新聞發布會上亦已證實
有關說法，認為報道失實及涉及
誹謗，對他個人及其家人已造成
嚴重影響。
梁福元續說，自己一直尊重言
論、新聞及採訪的自由，但有傳
媒故意發放失實及誹謗的言論，
譁眾取寵，並稱在選舉期間有此
類失實報道，令人懷疑其用意是
企圖影響和干預現正進行的立法
會選舉。由於事件嚴重，自己會
採取法律行動，及已委任律師去
處理追討事宜，並不排除日內會
向選舉事務處、廉政公署及記協
作出投訴。
梁福元委託的大律師謝英權表
示，將會向有關方面發出律師
信。就追討的程序及如何索償
時，他則指現階段不便透露。

曾德成：頑強陳晞文體現奧運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單車選手李慧詩
在倫敦奧運勇奪銅牌，充分展現了香港健兒奮力拚搏的
體育精神。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最新網上專欄
中，特別談到仍在比賽中、只有21歲的年輕風帆選手陳
晞文：她在2個月前在海上練習時撞船受傷，裂了五條
肋骨，要動手術，而為了趕及參加倫敦奧運會，她決定
將整個脾臟切除。「陳晞文的例子很突出，但決不是唯
一的。」他說，香港運動員近年在不同大型比賽中，已
屢次以讓人難以置信的行動，一再樹立起永不言敗的鮮
明形象。「這是香港精英運動員、教練員多年來一代一
代培育、成長、傳承出來的。」

為趕參賽切除整個脾臟

■年輕風帆選手陳晞文的拚搏精神令人動容。資料圖片

曾德成昨日在《局長隨筆》以「港運動員再擦亮永不
言敗形象」為題撰文，坦言在眾多香港運動員中，讓人
特別牽掛的就是參加女子帆船RS:X級（滑浪風帆）賽

事的陳晞文：她在2個月前的練習中嚴重受傷，需要動
手術。本來，她的脾臟本來可以只切除一半的，但醫生
指康復會較慢，而當時距離倫敦奧運開幕已不到8星
期，陳晞文最後決定把參加奧運比賽放在第一位，決定
將整個脾臟切除了，以驚人的速度康復並參賽。
陳晞文參加的比賽已在英國時間7月31日起在距離倫
敦三四小時火車車程的韋茅斯波特蘭展開。「這幾天，
我都努力通過一直在英國聯絡和協助陳晞文的同事和傳
媒了解她的情況，知道她有不錯的開始，很覺欣慰。」

剛接受手術體力受考驗
曾德成形容，這時的陳晞文，因為停練5星期而「餓
水」，有如欲高飛而翼伏的獵鷹、欲奮蹄而足跼的戰
馬，蓄勢待發。復練之後，不但應付大風的技術益發進
步了，速度也快了，因此在初賽中有不錯的表現，但是
能否進入決賽還是未知之數：初賽要賽十輪之多，為時

達6天，最後一輪初賽於昨日舉行，成績最好的10人才
可以進入決賽。「這對陳晞文無疑是極大的考驗。她剛
接受了大手術，體力難免受影響，而割去脾臟後，免疫
能力必須靠繼續服藥去加強。」

港健兒樹永不言敗形象
曾德成讚揚，陳晞文的頑強堅毅，無疑是奧運精神的
最佳體現。香港運動員近年在不同大型比賽中，已屢次
以讓人難以置信的行動，一再樹立起永不言敗的鮮明形
象，如女單車手黃蘊瑤2010年在廣州亞運的賽道上跌倒
以致肋骨骨裂，仍在隊友支持下完成賽事更奪得亞軍，
是另一讓人津津樂道的典範。
他說：「這樣的事例不是一下子出現的，而是香港精
英運動員、教練員多年來一代一代培育、成長、傳承出
來的。這已形成有目共睹的傳統，既表現在賽場上，更
表現在日常訓練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