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問及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日前接受美國傳媒專
訪，清楚講到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會在十八大後成為
中國下任領導人，以及習近平於早前游泳時扭傷了背
部，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自己認識的董建華是
一名很小心及慎重的人，今次說得如此清楚，相信他
可能覺得這些講法，對國家來說是一個適當的說法，
至於談及習副主席背部受傷一事，其實在內地網上都

有報道，既然現時董生接受美國電視台訪問時提及到有關
問題，有闢謠作用。
范徐麗泰認為，按照董建華談話內容，看不到與十八大

有任何關係，又或者當中有什麼不穩定情況，並無特定政
治含意。她又稱，港人希望任何事情都要開放些、透明
些，這是香港人的期望，亦都是香港社會所接受的標準，
但大家都要明白，國家與香港有文化上的差異，在政治上
的做法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個人認為「香港的事應該
由香港方式去辦，內地的事就由內地人熟悉及接受的方法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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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從「反國教」、「反中反赤」、「抗殖」到誣

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可以清楚看

到，「反國教」的本質是「去中國化」，反對派正在全面

掀起一股「去中國化」風潮，這嚴重誤導和貽害香港青

少年。

「去中國化」對香港青年影響惡劣
9月11日，日本政府無視中方抗議，通過撥款與所謂

「島主」簽署「購島」協議，正式確立將中國領土釣魚

島「國有化」。這一天，正當兩岸四地和全球華人在為

「保釣」群情激憤之時，香港7個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的

學生組織「學聯」，卻在「反國教」和「去中國化」影

響下，發起「全港大學生罷課行動」，要求政府「完全

撤掉國民教育課程」，罷課學生按 胸膛立誓：「我等

定必堅持到底，反國教至最後一刻！」他們無視國家對

香港的巨大支持，竟然指中央在香港推行「殖民管

治」，為的是要「搾取香港人利益」。輿論對此痛心地諷

為：「學聯不知釣島恨，國人保釣卻反中」。

這可見反對派搞「去中國化」，對香港青少年的誤導

和貽害尤其嚴重。　

胡錦濤主席在2007年香港回歸10周年訪港期間，語重

心長地對港人提到：「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青少年是香

港的未來和希望，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要重視

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

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2007

年7月1日《明報》的李先知專欄文章說，「教協會長張

文光率先響應胡主席的倡議，要求特區政府要認真正視

中國歷史教育在香港愈來愈薄弱的慘況⋯⋯不然的話，

不久的將來，香港的年輕人再不會明白國寶《清明上河

圖》所描繪的汴京是什麼地方，更不會知道北宋是中國

歷史上一個繁盛的朝代。」

張文光先生當年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在反對派「去

中國化」的影響下，香港的年輕人甚至不會知道中國近

百年來無數志士仁人振興中華的可歌可泣的歷史，不知

抗日戰爭的歷史，不知南京大屠殺，更不會知道釣魚島

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不知張文光先生對此有何感想？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清朝文學家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

人之枋，敗人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

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必先去其史。」歷史文化

臍帶，不能一刀切斷。「反國教」和「去中國化」，正

是要一刀切斷歷史文化臍帶，一刀切斷與祖國血脈相連

的聯繫，一刀切斷香港的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識。

在國民教育爭議上，儘管特區政府針對市民的一些疑

慮，不斷釋出善意並作出讓步，但反對派仍然不依不

饒，堅持要求政府禁止開設國民教育科才肯罷休。很明

顯，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去中國

化」。「台獨」勢力「去中國化」的目的，是要使台灣

島上看不到與祖國大陸有血緣關係和歷史淵源的標誌、

符號和記錄，並且逐步從島內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頭

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如果

做到了這一步，就等於在台灣年輕一代實現了真正的

「台獨」。香港反對派「反國教」和「去中國化」，底牌

和「台獨」勢力並無二致。

「遠離中國非香港之福，也十分危險」

8月19日出版的亞洲週刊封面專題《香港國民教育之

爭 拒絕去中國化危機》指出：「香港的『國民教育』

之爭，使香港社會面對掉進『去中國化』陷阱的危機

中。」本身為新儒家思想家的香港法住文化書院院長霍

韜晦教授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注意到今年七一遊

行不少年輕人拿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旗幟，他說：

「我建議這些年輕人必須要讓眼光放遠，把胸襟放寬，

任何國家推行國民教育，都是理所當然的，即使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是複雜的工程，但香港如果遠離中

國，只會讓中（內地）港對立極端化，選擇關門退縮，

是孤立於中國文化和中國之外，香港既然跟中國（內地）

在政治以及經濟上，已不能切割的，這（遠離中國）非

香港之福，也十分危險。」

誠哉霍韜晦教授斯言！筆者8月1日在《文匯報》所

撰《不應犧牲學生利益反對國民教育》一文也指出：

「目前在西方國家，

學習中國文化和中

國國情，成為中產

和專業人士對下一

代加強競爭力培養

的新潮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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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自己的出路？若是抱

對學生未來負責的態度，怎可反對和妖魔化國民教

育？」

實際上，兩地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國民教育的一個重

要內容，應是認識在兩地融合過程中本港青少年的發展

空間和機會。本港市場規模有限，限制了青少年的發展

空間。結合兩地融合推動國民教育，能夠增強本港青少

年對國家和自己前途的信心，拓展他們的理想和事業。

反對派「去中國化」道理何在？

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在政治以及經濟上，已不能切

割。在政治上，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在經濟上，香港整個經濟的發展，都同內地的發展

不可分割。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認識到，祖國的強大，是

香港的靠山，香港的經濟依靠內地才有發展。回歸以

來，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要求，先後出台一

系列針對性政策和措施，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特別是

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大力度、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

支持香港發展的舉措，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

對港人的關懷。中央如此堅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國家如此仁至義盡「挺港」，反對派「去中國化」道理

何在？

反對派掀起的「反國教」風波，其本質是「去中國化」，除了嚴重危害港人福祉，損害香港整

體和長遠利益之外，對香港青少年的誤導和貽害尤其嚴重。「去中國化」，是要一刀切斷中國歷

史文化臍帶，一刀切斷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聯繫，一刀切斷香港的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

同，要從香港青少年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目前在西方國家，

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成為中產和專業人士對下一代加強競爭力培養的新潮流。香港青年

如果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怎麼能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出路？若是抱 對香港青

少年未來負責的態度，怎可「反國教」和「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誤導和貽害香港青少年

稱港英餘孽勾結反對派

吳康民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回應時說，

現屆政府正面對由利益集團、港英餘

孽、反對派打造統一戰線的險惡形勢，

有別於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上場的情勢。

此外不少人提出「去中國化」，事實是

想將香港發展成獨立的政治實體，為

此，當前情況是非常嚴峻，絕非外界所

指的恐共心理。
被問到水貨客及新界東北發展爭議，

吳康民認為，水貨問題非一朝一夕，只

是人數有遞升趨勢，但政府亦已採取措
施疏解北區擠擁及不便，至於新界東北
發展則屬初步規模，暫時未有定案，相
反有人試圖不斷誇大問題。

李少光否定「黑暗期」論
同場的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說，他有

留意香港當前的發展，但不宜發表評
論，但否認香港正處於「黑暗時期」，
相反社會仍然繁榮，老百姓生活依舊，
強調香港是自由的地方，在自由當中都
能確保亂中有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先後宣布多項

重要民生政策，務求盡快履行競選承諾，惟支持度持續錄得跌勢。前

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強調，他無注意到梁振英有任何的民望問題，相

反好多事情是傳媒捏造，特別是上任僅兩個月的短時間，何來所謂的

民望低企，加上現屆政府面對由利益集團、港英餘孽、反對派圍攻的

險惡形勢，不少人更企圖將香港發展成獨立的政治實體，期望大家先

讓梁振英有機會發揮所能，一年半載過後再作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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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周日起訪京3天

港生應知國史 范太撐推國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本月23日至
25日訪問北京。在北京期間，林
鄭月娥將會禮節性拜訪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外交部、衛生部、國家
統計局及北京市政府。她亦會與

全國婦女聯合會會面，以及參觀
當地文化設施。此外，她會與在
京港人進行交流會面，了解當地
港人的需要。林鄭月娥將於周日
前赴北京，並於9月25日返港，在
她離港期間，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將署理政務司司長職務。

「人力」宣稱「玩完」白鴿

以狙擊民主黨為選舉主軸
的「人民力量」，其敗選的主
席劉嘉鴻稱，經過今次選
舉，教訓民主黨出賣港人的
「票債票償」行動已經完結；
他又預告「人民力量」會繼
續激進路線，透過立法會平

台，再發動群眾運動，以裡應外
合方式，落實本身的政治理念。
他又聲稱，鑑於「人民力量」日
漸成熟，未來會加強地區服務工
作，讓理論轉化為實際工作。
劉嘉鴻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指，

立法會選舉過後，「人民力量」
的政治角色亦需要調整，需要開
始另一條反對派路線，又指過去
15年提動議、辯論的傳統手法完

全起不到作用，要令政府「跪低」
就只有群眾運動一招，故未來會
繼續堅持這種路線，亦不排除與
其他黨派合作，「例如最低工資
方面，應該由工黨領頭爭取，我
們會配合」。
對有新人陳志全加入議會，劉嘉

鴻說，由於「主力人物」黃毓民欲
投放較多資源培訓新人，議會工作
量將會逐漸減少，陳志全將會接手
更多議會工作，包括加入事務委員
會及法案委員會等。就政黨化問
題，他認為，除非有大量人才要求
加入，需要提供一些合作條件給有
興趣人士考慮，否則現時狀態沒有
任何問題，暫時未有政黨化的必
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史端仁黎蕙明獲委新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政府宣布現任駐日內瓦經濟貿易
辦事處副代表史端仁，將於2012
年9月25日出任中國香港特區駐世
界貿易組織常設代表，接替服務
政府28年後退休的郭立誠；現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黎蕙
明將於2012年10月16日接替周淑
貞出任香港駐歐洲聯盟特派代
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
示，是次任命的官員均是資深的
政務官，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
才能，相信他們定能在新的工作

崗位上發揮所長，繼續竭誠地為
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及優質的服
務，帶領其隊伍面對未來的挑
戰。
至於即將退休的郭立誠，鄧國

威指，郭立誠在服務政府期間，
一直盡忠職守，對工作熱誠投
入，並對香港的發展作出重要貢
獻。他在出任中國香港特區駐世
界貿易組織常設代表期間，致力
推動和保障香港的貿易利益，表
現卓越，並獲得世界貿易組織秘
書處和其他成員的莫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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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關
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說，未來10年至20年，中國
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作為中國人
有需要了解中國從前走過的路，為
此，她向來反對將中國歷史由必修科
改為選修科，相反學生應循小學時期
學習歷史，正如辛亥革命及抗日戰爭
等，大家講客觀真相而非偏頗內容，
待初中擁有分析能力後，再透過通識
科目接觸國情，以達到國民教育的需
要。她續指，政府早前宣布交由學校
自行決定是否推展、推展時間及教
材，認為新修訂方案儼如撤回科目。

市民反日不應暴力
近日釣魚島爭議持續升溫，范徐麗

泰回應時指，她跟香港市民同屬中國
人，認為釣魚島是中國領土，不容許
其他國家來霸佔，故理解到民眾對日
本政府表達不滿，但表達方式必須和
平理性，一旦表達方式變成發洩行
為，甚至損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財
產、自由，則不能接受，當地政府亦
應切實處理違法行為。針對「一簽多
行」，她強調，政府已經作出積極回
應，期望當局作長期深入研究，以保
障市民日常起居的便利。

採訪風波已促跟進
此外，早前有香港傳媒在湖南採訪

李旺陽家人被當局拘留44小時，范徐
麗泰說，她已經應記協要求，去信全
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反映，希望從人
大層面跟進事件，以保障本港記者在
內地採訪的權利和安全，「根據中國
刑法，除非是嚴重罪行，公安才可扣
押疑犯超過24小時，但我看不到是次
的記者採訪屬嚴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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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蕙明■史端仁

■范太認為，作為中國人有需要了解

中國從前走過的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董建華日

前接受美國

傳媒專訪。

資料圖片

■「人民力量」

宣布教訓民主黨

的「票債票償」

行動完結。圖為

民主黨前主席何

俊仁之前在街頭

論壇上被「人民

力 量 」 成 員 圍

攻。 資料圖片

■吳康民(右)期望公眾讓梁振英班子有機會發揮所能。 資料圖片

指新班子遭圍攻

吳康民籲予CY發揮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