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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大叔PSY的
《江南Style》在數月
內像病毒似地席捲全

球，不單在youtube上已有超過５億人點閱，好
評數和點擊率創造了兩項新的世界紀錄，更高據
英美各歌曲流行榜冠軍位置，成績彪炳。在網絡
上不單出現不同自創版本的《江南Style》，連各
界名人、甚至連韓國總統李明博、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都模仿。

背後最大推手是韓國政府
甚麼原因讓《江南Style》和騎馬舞像病毒一樣

席捲世界，真的是這首歌的旋律、騎呢的步姿及
可愛大叔形象令全球瘋狂 迷，也有人說是名人
效應加上模仿惡搞，讓神曲誕生，但事實上背後
最大推手是韓國政府。

韓國近年軟實力不容忽視，不單韓星、美容、
美食，甚至科技產品不斷滲入全球，回想十多年
前韓國經常有學生動亂示威，政局不穩，但為何
幾年間能突飛猛進，甚至能極速走出國際，這與
韓政府開放政策不無關係，自從韓美簽署FTA
後，韓國逐步在自由貿易市場有大幅斬獲，為避
免自由貿易所帶來的負面衝擊，以「共同成長」
為新施政目標，將培育創意事業視為育成政策主
軸，一個以培育創意事業訴求，各階層共同成長
的時代正式啟動，國家對大中小企業、文化藝術
等採多項優惠政策，扶持各方企業發展；培育人
才政策，將政府資源聚焦，重點扶值，台灣官員
近年也曾想研究借鏡韓國培育人才政策。

韓國經濟發展之餘，更要跨出國際，走向世界
必須有更寬更大的層面，利用韓劇、KPOP先走
出亞洲，再進軍國際，利用媒體的威力，打造韓
流 文 化 、 致 力 打 造 「 新 韓 國 」 形 象 ， 由

《NOBODY》到《江南Style》，《藍色生死戀》
到《大長今》等，若單靠美女俊男的藝人、更感
動人心的劇集及朗朗上口的歌曲，沒有政府背後
全力推手，怎能輕易走向國際舞台；就算網絡傳
播如何迅速，沒有政府在駐各國領事館的人員牽
線下，如何能走到世界粉絲面前推廣。

記得特首梁振英在參選時提及，香港電影是文

化事業重要一環，本身經濟產值不少，在內地或
海外亦發揮影響力。他主張以「官產研學」的結
合方式，尋找發展新亮點。梁特首常把「官產研
學」掛在嘴邊，但上任百日以來，都只是聞樓梯
響，沒有下文。目前文化局、科技局已不再推，
但文化及科技政策不能就此打退堂鼓，局可以沒
有，但政策不能沒有，香港若要增加競爭力，文
化及科技政策不可無，政府可藉推文化及科技政
策，一來培育香港年輕人才，增其上游機會，二
來可藉此發展文化藝術及科技產業。年輕人是未
來棟樑，政府加以扶持培育，可達雙贏效果，將
來對社會及經濟回報必然豐碩。

創意產業是香港未來經濟動力
香港電影發展局自2007年成立以來，透過電影

發展基金一共撥款一億九千三百多萬元推動電影
業發展，其中在電影融資方面一共提供近六千多
萬元，協助24部電影的製作，另外一億三千三百
多萬元則資助了79個電影相關的項目。雖預計今
年香港整體電影的生產量將會維持在約每年60部
水平，但不是單單維持數量就算，還要尋求突破
及進步。

而香港的藝術資源來自政府，本地藝術團體面
對壟斷及資訊分配不公的情況，本地藝術家，特
別是對青年藝術家和新進藝團的資助更是少之又
少，逾95%的公共資源傾斜康文署和大藝術團
體。在2009/10年度，香港投放在藝術的公帑為
28.2 億元，當中只有八千萬用作藝術發展局的撥
款，資助數以百計的民間藝術單位，其餘二十多
億元用於康文署的營運（文化節目、圖書館、博
物館和表演場地）、演藝學院和九大藝團的資
助，扶植投入的力度有加強的空間及必要。

創意產業是香港未來重要的經濟動力，可增強
經濟發展的創新能力，成為經濟增長的泉源。梁
振英應把握一月首份公佈的《施政報告》，藉機
會好好制訂未來香港的目標及遠景。好的治港藍
圖，不單 重民生政策、經濟政策，更要關注教
育、文化藝術、體育、科技等政策都應有所規
劃，「不單做到，更要做好」，讓香港各階層都
有所得，做「有所為」的政府。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在香港，
我們剛迎來了新一屆立法會，新一任特首走馬上任，
揭開了建設香港的新篇章。萬事起頭難，尤其是在這
日新月異時刻都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要面對種種久
已存在的難題或者驟然產生的突發事件，領導者和他
的團隊都必須有靈活的智慧和過人的毅力才可以克服
那些挑戰。在新一屆立法會和政府人員的面前，當然
有不少困難需要解決，有些還必須更好地運用團隊的
智慧和力量，有些更需要全港市民甚至祖國同胞的支
持，同心合力問題才可迎刃而解。當然，我們也有信
心，困難終會一道道跨越，我們的道路是光明的。

中共是國家富強的領頭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

的政治協商政黨制度，是近代中國政治演進的必然結
果。中共建政後，始終堅持並不斷完善這制度。「長
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這一制

度建立的基礎和精髓。中共起 政治思想組織方面的
領導作用，其他黨派履行 參政議政政治協商民主監
督的職責。民主黨派成員除了在各級政府機構擔任公
職以外，還參加各級的政治協商會議。就以本人為
例，無黨無派，一介書生，參加了廣東省政協二十多
年，參政議政的民主氣氛越來越濃、政治協商的民主
作風越來越暢。且看我所賦古詩一段：「風雨同舟
濟，肝膽日月披，諍言雖逆耳，胸襟接芳菲。位高但
親民，權重卻謙卑，禮賢能下士，參議有所依。」

（《珠還集》頁22）正如一間公司一個企業需要一位有
能力的主持人，一個國家也需要一些好領導及其團
隊。我們這剛解放出來百孔千瘡的破碎河山，更需要
一股能團結眾人發動群體有謀有策的力量去統率在這
廣袤的土地上的各族人民，集中精力在短期內驅走落
後貧困建造繁榮富強。通過這幾十年的驗證，尤其是
改革開放後的幾個黃金十年，大家都看到了中共合格
地通過了這考驗，人民都承認了她是帶領國家走向富

強幸福的優秀領頭人。

十八大將迎來又一個「黃金十年」
1921年上海和南湖響起的夏日驚雷，振起了人民創

造新天地的意念、堅定了人民推翻舊勢力的決心。幾
十年來歷盡艱難險阻風雲變幻至1945年取得了抗日戰
爭的勝利，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七大」制定了解放
全國的藍圖、吹響全民奮發的號角。經過了十一年建
國初期的奮戰，規模初具，百廢俱興，1956年在北京
全黨全民意氣風發迎來「八大」，我適逢其時在農學
院的禮堂聽到了學院林書記作為黨代表參加了大會後
的傳達報告，那時眾志成城秣馬厲兵整裝待發，準備
響應號召向科學進軍，為社會主義建設獻出青春力
量。可是，不旋踵來了「整風反右」跟 是「三面紅
旗」，生產力被破壞，積極性被消磨，萬馬齊喑，士
無鬥志。然後是「十年動亂」歷盡劫波。到了1977年

「十一大」在粉碎了「四人幫」後召開，為全黨和全
民帶來了曙光和希望。經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
艱苦努力，中共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
艱巨任務，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在這一特定的情況
下，1982年「十二大」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正
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命題。
我國便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改
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奮進。在中共和人民銳意改革，
努力奮鬥的新形勢下，全國煥發勃勃生機，中華大地
發生了歷史上的偉大變化，十年後的1992年「十四大」
勝利召開；又經另一個黃金十年，2002年「十六大」

光榮開幕；今年，當我們在中共的領導下又走過了波
濤起伏世途變幻的另一個十年，中共的「十八大」將
會在2012年11月升起艷紅的帷幕、奏響莊嚴的國歌。

香港與祖國同呼吸共發力
在這隆重和世界注目的大會中將會產生新的領導班

子，也將會公布新的發展藍圖和指出中華兒女繼續奮
鬥建設祖國的方向。作為神州大地上不可分割的部分
——香港和這土地上的人民，當然要和祖國人民一起
同呼吸共發力。國家領導人也曾多次明確地指出香港
人民應該如何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內地和香港的
關係等等問題。「十八大」無論對我國和全世界都有

重大意義，因此，國內外和香港對我國敵視的分子
也一定不會讓我們安樂，正如習近平說過：「林子大
了，甚麼鳥都有！」祖國日益強大，一定會有人跳出
來惹事生端。習副主席也說過：「有些吃飽了沒事幹
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
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甚
麼好說的?!」可是，現在香港就是有這麼一小撮人，
配合外國勢力，叫嚷不要「西環治港」，圖讓香港走
回頭路⋯⋯誠然，他們提出的這些口號絕大部分港人
不會認同，而且實際也絕不能實現。但是，他們叫這
口號時還會配合行動，對社會和對民心不是絕無影
響，加以正如梁愛詩最近提出的香港司法問題，種種
活動和效果，實不容忽視，如果讓病毒蔓延，後果可
以很嚴重。因此，防微杜漸響起警鐘，不要養癰遺
患，應該是對我們前進中有益的提示。

「十八大」對我國全體人民將有新的指示和號召，香港人

應該積極歡迎這重要的歷史性的會議，而且認真學習會議文

件，響應號召，特別是有關香港各方面的內容：要更緊密地

和內地融合、更全面地和祖國靠攏、更精確地理解和更正確地執行《基本法》。讓香港人民能

更幸福地生活在祖國的大家庭中，讓五星紅旗在太平山上迎風招展，把從歷史博物館中挖出

來的龍獅旗乾淨地掃到歷史垃圾堆中去！

五星紅旗輝日月 香港同胞競向前

十八大即將召開，勢必舉世矚目，在中國步入
盛世榮景下的凱歌奏出，展望新一屆中央領導將
會繼續支持香港依法施政、鞏固「一國兩制」，
一如既往關注香港民生、經濟以及青年問題。中
央領導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視改善民生為己任，
多年來在香港遇上重大難關時都及時作出援助，
特別在2003年沙士時為香港預備好口罩、預防衣
物；推出「自由行」為香港打下強心針；在2008
年時更及時推出14項挺港措施，包括容許合條件
的企業在本港以人民幣進行貿易支付、同意人民
銀行與金管局簽定貨幣互換協議、鼓勵內地機構
利用本港開展國際金融業務、支持內地企業來港
上市等，為香港注入新動力，刺激內需、援助港
企。

國家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經過黃金十年，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克服了多個

難題、繼續自強不息，為中國在世界金融業上發光發
亮，亦提升本港金融中心地位。中國在黃金十年下進
入盛世榮景，連同香港澳門等地之經濟亦受到巨大推
動，在就業、貿易、金融發展以及國際地位上都獲世
界公認，全為祖國內地以及港澳人民自強不息下的努
力碩果。

中央挺港惠港，而香港市民亦十分關切國家大事，
充分表現出血脈相連、同心同德的精神。在2008年汶
川大地震後，香港市民同舟共濟為受影響地區義不容
辭地籌募抗震救災資金、兩地人民在團結精神下為抗
震救災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特別是青年人對國家
事務心連心，對國家動向深感興趣，同時為國家的崛
起感到振奮。大批香港青年人協辦奧運、殘奧會馬術
賽以及近月來港訪問的航天員、奧運選手，這些都顯
示了香港青年為國家感到驕傲。在2008年，習近平副

主席在訪問香港時表現出對香港經濟民生的高度關
注，強調中央挺港措施將「成熟一項，推出一項」，
使中央一切為了香港好的對港政策更加凸顯，顯示出
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和信心，還有是背靠祖國對香港的
巨大支持。

青年為國家和特區理性發聲
經歷黃金十年、中國盛世必定穩步向前，作為香港

青年亦不負國家對我們的期許，努力不懈為特區政府
建言，將青年之聲引入政府、引發理性討論，為香港
長期的繁榮穩定出力。特區政府之繁榮穩定、經濟和
諧發展正正是對祖國內地支持的正面回應，冀望十八
大後香港各青年人團結起來，繼續為國家和特區理性
發聲、想市民所想，就國家和特區之惠民措施建言，
實務地促進地區之民生發展。

青年應為國家發展建言出力

韋　剛

季霆剛 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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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日前就《鏗鏘集》有關國民教育的專題提
出了一些批評，「明刀明槍」，開門見山。該集
內容充斥反國民教育一種聲音，相反支持聲音卻
被「滅聲」，在採編方向上明顯存在偏頗及有既
定立場。如果這樣一個節目出現在《蘋果日報》
或其他商營電台網台，並沒有問題，但出現在一
個由公帑資助的港台節目，卻值得社會人士關
注。文章見報後，學民思潮及反國民教育科大聯
盟立即在facebook大加攻擊，有專欄作者更聳人
聽聞地指「主流媒體滅聲之日，真的來了」。學
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11月5日更在《AM730》發
文回應。本來，真理理應愈辯愈明，但黃之鋒文
章通篇都充斥 扭曲的觀念以及陰謀誅心之論，
這些竟出現在一個十多歲的學生身上，實在令人
感到詫異。

黃之鋒在題為《明刀明槍：《XX報》充當整
頓港台之喉舌？》一文中，批評筆者文章「鮮
有地把槍頭指向《鏗鏘集》，『大義凜然』地點
名指責監製編導公器私用、扣帽子抹黑對方、
為反對派塗脂抹粉。」文章是否「大義凜然」
見仁見智，但所謂扣帽子的說法卻是不敢苟
同。文章所有立論都是基於該集內容，黃之鋒
大可以事實反斥有關批評，但他沒有這樣做，
反而提出了兩個「新穎」的觀點：一是他認為
在新聞節目中，「編者因需自行選取題材和角
度，過程中反映政治立場根本無可厚非，『沒
有政治立場』只是冠冕堂皇用作欺騙市民的說
辭，試問有哪個媒體無自己的取向？」二是他
推論「老牌節目《鏗鏘集》被點評反映親中人
士對港台成見日積加深，也證明了四大政治任
務不可能是口講無憑。」

固然，新聞從業員難免有各自的政治立場，
至於不同媒體都有一定的取向也是事實，但這

不代表報道就可以偏概全，隨意偏頗，更不代
表港台可以此作為違反《節目製作人員守則》
的擋箭牌。《鏗鏘集》不是評論節目，是一個
自稱「講真話」的新聞節目，就算編採人員有
既定立場，但在製作時至少應讓各種聲音都有
機會表達，這是傳媒工作的基本專業操守。就
是《蘋果日報》都不能完全禁絕建制派的聲
音，但該集《鏗鏘集》卻做到了，這是專業有
虧。而且，不要忘記港台是公營機構，政治中
立是理所當然，也是法例及規章所要求的。為
什麼近年港台節目屢受批評，不是因為他 政
府，因為一些傳媒早已每日在 ，問題是其節
目經常出現明顯的政治立場，對政府及建制派
都多批評嘲弄，這些例子不勝枚舉，看看《頭
條新聞》就知道了。港台受公帑資助卻公然擔
當某些政治勢力的喉舌，這才是社會不滿的地
方。同一道理，如果港台每日歌頌政府讚揚建
制派支持國民教育，試問黃之鋒會否認為有政
治立場沒有問題呢？

黃之鋒說「左右各打五十大板，一式一樣的
採訪角度觀點，你吃得消嗎？」然而，目前的
情況不是各打五十，而是一犬吠影，百犬吠
聲。部分傳媒及反對派在社會上營造白色恐
怖，對不同聲音動輒指為「五毛」、「打手」，全
力打壓，但反政府卻視為英雄，「永遠正確」。
就如黃之鋒，也是這些傳媒所吹捧出來，令他
以為自己真理在握，竟然指《鏗鏘集》不用政
治中立？並且上綱上線的陰謀論亂飛。當日有
人批評反國民教育背後有幕後黑手時，黃之鋒
聲嘶力竭地說不要相信陰謀論，但現在不斷在
社會放出誅心之論、陰謀之言的正正是他們，
年紀輕輕便學懂政客的雙重標準，難怪反對派
喉舌將他吹捧成「少年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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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十八大

美國總統選舉在11月6日投票，競選期間兩位
候選人參加了三場電視直播辯論會，會上，兩位
候選人談得最多的是中國，談中美外交關係、談
中美貿易關係、談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經濟困
境、談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全球戰略⋯⋯

中國崛起，香港的國際地位也就更重要，美國
QE3狂印鈔票，製造大量的游資。目前，香港金
融界最熱門的話題就是熱錢湧港，大量熱錢從海
外來到香港，導致港元兌美元升至香港金融管理
局定下的最高可允許的水平，即1美元兌7.75港
元。港元緣何升至這個水平，所有湧入的美元都
會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買下。金管局買入美元的同
時自然釋放出港元，也因此大量港元流入市場，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就是在傳媒開始報道熱
錢流入香港，金管局硬接數以十億美元而釋放出
數以百億港元入市場之後的數天就宣布新的加強
版特別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以壓抑樓市的需求。
熱錢流入香港，股市被炒起，股民開始進入亢奮
狀態。不過，我們看看全球的其他市場，似乎只
有香港才有所謂的熱錢流入，其他地區的股市依
然不升不跌。為甚麼熱錢只選擇香港？很明顯
地，香港不是真的對象，真正的對象是崛起中的
中國。

熱錢來到香港，集中買中國H股，期望人民幣
升值，以港元計算的H股的股值自然應該上升。
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炒人民幣升值就只能通過
香港間接的炒作，不然就得以非法的手段把錢運
進內地兌換成人民幣。大量熱錢來港，對香港股

民而言自然是
喜事。但是，
熱錢長時間逗
留在香港，一
定會提高香港
的通脹率，這
是特區政府應
該留意的事，
我認為特區政
府應該設法增
加渠道分流這
些熱錢，其中
一個最佳方法
是增加人民幣
的用途，增加人民幣投資的渠道，中國政府對開
放內地A股給境外投資者投資的心態是保守的，
中國政府自己知道中國本身的金融專才不夠，全
開放很容易導致整個市場被國際大鱷所操控。不
過，我認為這是外來資金的ETF形式投資，是一
籃子的投資，投資者不能掌控所投資企業的管理
權，而只是被動地買賣ETF結構中的指定成份
股。這是比較容易控制的海外投資。因此，香港
特區政府、香港交易所應該加快工作，取得中央
政府的同意，與上海、深圳交易所合作成立新的
ETF，再取得中央政府批核成新的RQFII。引導
留港熱錢由港元轉化為人民幣，通過RQFII投資A
股市場，為熱錢尋找去處是預防香港出現通脹的
重要方法。

疏導熱錢 預防通脹曾淵滄博士

■曾淵滄

■香港各界青年不負國家期許，繼續為十八大後的中國發展

建言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