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春三月，全國人大選舉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決定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擔任國務院總
理，這標誌 習李體制、習李新政
正式起航。習李新政旗艦是在舉國
期待、舉世矚目的氛圍中隆重起航
的。習李新政承載 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
進世界和平發展、促進全球共同繁
榮的歷史使命，沿 「中國夢」的
航線，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對
此，改革開放時代造就的中國新一
代領導集體，五千年文明歷史鑄就的中華民族，有信心、有決心、
有智慧、有氣魄、有力量實現未來10年大發展的目標。歷史已記下
了習李新政開啟的莊嚴時刻，未來10年的偉大發展成就也將譜寫歷
史的新篇章。

開拓進取敢作敢為耳目一新

習李體制、習李新政一亮相，不僅顯示出開拓進取、敢作敢為，
令人耳目一新的領導風範，而且點燃全國各族人民振奮精神、奮發
圖強，共圓「中國夢」的激情。綜觀習近平主席在人大的就職講話
和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的縱論施政，所展現出來的亮點、特點、
要點、重點，勾畫出習李體制、習李新政必將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

「中國夢」而奮鬥的路線圖。這不僅讓全社會歡欣、開心，也應讓國
際社會放心、安心。

由中共十八大構建、在全國十二屆人大確立的習李體制、習李新
政有一個不同於以往的顯著特點。既往的總理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
位居第三，在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之後，是第三把手。在習李體
制、習李新政中，李克強作為政治局常委和政府總理，在黨和國家
領導人中位居第二。這就是說，在新一代中央領導人中，李總理的
地位、作用，重要性、權威性提升了。這必然使得中共中央和中央
政府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更精要更高效，更加有利於習李體制的執政
施政和推行新政。這也是全黨和全國所樂見的。

習近平主席在全國人大發表就職講話，用平實樸素的語言，圍繞其
提出的「中國夢」，闡述了新一屆中共中央的執政理念、綱領、方針和
路線。習近平指出，中共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不僅是
當今中國人民奮鬥的理想，也是先輩為之犧牲奉獻所追求的目標。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道路是歷史形成的道路，是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道
路，是符合中國現實國情和未來發展趨向的道路，是中國人民經歷
艱辛、付出代價上下求索所選擇的興國富民之路。

「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
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和合共榮為核心的文明精神」。中華民族以團結奮鬥、
自強不息、開拓進取、和平發展、和諧天下的優良傳統，創造了五千年的中華文
明，也為人類社會和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仍將是中國
今後持續發展所秉持的中國精神和中國文明傳統。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力量包含 中國與時俱進、一往無前的
中華民族的智慧力量、理想力量、團結力量、創新力量、奮鬥力量所「匯集起來不
可戰勝的磅礡力量」。

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並發出莊嚴
號召：「緊密團結起來，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鬥。」「有夢想，有機
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
必須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繼往開來為實現中國夢全力以赴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自信、堅定、熱忱地談論施政理念：「行大道，民為本，
利天下」；闡述本屆政府的施政目標，要解決的三大問題：一是堅持發展經濟，二
是不斷改善民生，三是促進社會公正。李總理強調，解決三大問題需要有三大保
障：「一是建設創新政府，依靠改革開放使經濟社會充滿活力；二是建設廉潔政
府，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執行力和效率；三是建設法治政府，這尤為根本，要把法
律放在神聖的位置，任何人、辦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權限，我們要用法治精神
來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

李總理還針對當前全社會嚴重關切的民生問題特別做了實打實的表態：要 力提
高城鄉居民收入，要持續地擴大中等收入的群體；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要過
緊日子；要讓人民呼吸潔淨的空氣，飲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的食品；要再改造
1000萬戶棚戶區；要使老年人安度晚年、年輕人充滿希望⋯⋯這是多麼具體入微、
實實在在的施政承諾啊！李總理還鄭重宣示：本屆政府決心「把努力實現人民對未
來生活的期盼作為神聖的使命，以對法律的敬畏、對人民的敬重、敢於擔當、敢於
作為的政府，去造福全體人民，建設強盛國家」。

綜觀習近平主席在人大的就職講話和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的施政宣示，可以鮮
明且強烈地感受到所傳達出來的令國人和世人振奮的信息：習李體制主導的新政必
能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全面升級—改革升級、開放升級、經濟升級、社會升級、
民主升級、法治升級、公正升級、文明升級、政府升級、國家升級、民族升級、中
國升級。總而言之，習李新政勢將繼往開來、發揚光大，推陳出新、開拓進取，帶
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鬥，革新自強，為實現中國夢全力以赴，打造振興中華、惠
及全球的中國升級版，新世紀和平崛起的樣板。

A 21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壇論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發表署名文章，

現載譯如下：

昨天中西報章各自刊登了不太起眼，且毫
不相關的兩則新聞。一是《紐約時報》旗下
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對美國發起的伊拉克
戰爭十周年做簡單回顧，評述宗派以及族群
內鬥，窒息了該國的和平。二是《信報》以
短小的篇幅報道了的香港「真普選聯盟」的
成立。筆者認為，把發生在中東和香港的這
兩件事情做一些比較，對香港社會深入思考
民主的真諦，很有裨益。

2003年3月，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繞
過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把該次軍事打
擊命名為「自由伊拉克行動」。這場原本設想
是速戰速決的「正義戰爭」，一打就是7年
多，造成十二萬平民喪生，重建家園可能需
要數十年。美國方面，連本帶息合共六萬億
美元的戰爭投入，成了美國鼎盛國力向下滑
坡的拐點。奧巴馬總統在2010年美軍作戰部

隊撤出時的講話，不敢用「勝利」一詞。伊
拉克不僅沒有成為美式民主在中東的樣板，
反而成了阿蓋達等恐怖組織滋長，什葉派、
遜尼派和庫爾德族爭鬥不休的人間煉獄。

英國《觀察家報》日前報道，十年前在全
球億萬電視觀眾面前舉起大錘的伊拉克人亞
布力，推倒薩達姆雕像，在西方媒體的描繪
下成了薩達姆政權崩潰的象徵性時刻。但是
十年之後，他後悔了，因為「這個時刻才是
噩夢的開始，我們現在沒有希望，沒有將
來。我雖然恨薩達姆，但我們以前只有一個
獨裁者，現在衍生出數百個。」亞布力的慨
歎不是沒有道理。薩達姆治下，雖有貪腐，
但遠不如現在嚴重，很多民生的基本需求如
電力、燃油價格也較易負擔。但現在一人一
票的民主是降臨了，但蒼生塗炭，山河破
碎，遑論國計民生的有序和可持續發展。

香港自1842年被英國管治開始，就實施西方
政治體制，但西方制度並不代表有民主。英

國管治香港一個半世紀，港督的權責與地位
和清王朝的地方官分別不大。諮詢民意還是
獨斷自裁，全看港督喜好，何來民主？近年
來，在泛政治化的氛圍中，「政治冷感之都」
的香港，變成實至名歸的示威之都。據警方
的統計，平均每年的遊行示威大約有四千多
宗，這一方面反映了香港政府對人權、民主
的尊重，但亦顯示社會的浮躁和缺乏耐性。
尤其是一些激進分子訴諸的肢體語言，已經
超越了公民表達訴求的本意，理性被騎劫，
社會和族群受到撕裂。這絕非香港之福。

香港第一次有民主成份的選舉，還是1985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可見香港的
民主經驗尚淺。西方的民主概念，只能借
鑒，不可硬搬，更要循序漸進。我們需要在
很多民主理念上譬如「真普選」做本質的研
究，認真考察、研判香港的區情和民主發展
步伐。任何的盲動都可能導致類似伊拉克、
利比亞、敘利亞和埃及的動亂甚至悲劇。

伊拉克現狀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警示

潮汕人傑地靈，物產豐富，潮汕籍海外華僑華人超千
萬，遍佈世界各地，單是本港已有一百二十多萬潮籍人
士；潮汕人頭腦靈活、善於經商早已著稱於世，富商巨賈
輩出，是投資建設家鄉的重要力量。上世紀80年代末設立
的汕頭經濟特區，與深圳、珠海、廈門並駕齊名，為潮汕
地區發展帶來殷切期待。令人惋惜的是，經過改革開放30
年，包括汕頭、潮州、揭陽（「潮汕三市」）在內的潮汕地
區雖有一定發展，但總體上發展緩慢，經濟總量在廣東全
省嚴重滯後，2012年潮汕三市人均GDP 2.5萬元，不足全省
人均GDP的一半。在最早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中，汕頭亦
遠遠落後，人均GDP 2.6萬元，不足其他三個特區人均
GDP的三分一。

一．潮汕地區發展需加把勁

造成潮汕地區發展未如人意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現行
的行政區劃設置，阻礙了潮汕地區生產力的發展和潮籍人
士凝聚力的形成。上世紀90年代初，汕頭由一個地級市被

「一分為四」，劃分為汕頭、潮州、揭陽、汕尾四個城市。
結果不但各市各自為政，海外潮籍人士對家鄉的投資亦被
分散，凝聚力不足，大大影響潮汕地區的發展進度。在長
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粵港合作等
經濟區域協作日益加強的今天，具有良好文化經濟資源基
礎的潮汕地區，如果不能改變行政區區劃設置，建立一個
更有效的協調發展機制，發展滯後的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改
觀。

二．設「潮汕新區」開拓新局面

因此，啟動並建立涵蓋「潮汕三市」在內的「潮汕新
區」，是放開眼量、打破局限的佈局，將開拓潮汕地區發展
的新局面。建立「潮汕新區」的條件完全具備，形勢更是
迫在眉睫。可以預期，如果「潮汕新區」能夠形成並具備
足夠實力，可進一步形成粵東經濟圈，從而成為一個北承
長三角經濟圈、西啟珠三角經濟圈、實力強大的潮汕經濟
協作區域，其意義可與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等量
齊觀。

三．「潮汕新區」構想備受重視

陳經緯關於構建「潮汕新區」的建議具有前瞻性、迫切
性，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視。其在剛結束的全國政協會議所
提的設立「潮汕新區」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稱讚是「很有想像力的提案」；該提案得
到102名全國政協委員的聯名支持，當中包括20位上一屆全
國政協常委、10位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以及百度的李彥
宏、吉利的李書福等眾多著名民營企業家的支持。

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
時，沒有完成時；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
法來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開創發展新局面，
就必須實現改革新突破。」構建「潮汕新區」正正順應中
央大膽改革、勇於創新的呼籲，是新形勢下的大謀略、大
規劃，積極破除妨礙發展的體制弊端，激發潮汕地區的經

濟創造活力。陳經緯構建
「潮汕新區」的設想利國
利民，造福家鄉和國家，
作為潮汕子孫，我深感認
同和佩服，有關設想一定
能獲得中央及潮汕人士的
大力支持，早日得以成功
落實。

四．造福桑梓
貢獻良多

陳經緯先生一向關心、
支持家鄉和國家的發展，
持續不懈地為國家實施「引進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而
努力，積極為香港企業到內地投資與內地企業到海外投資
提供雙向服務。由陳經緯先生親自創建、操辦的「中國海
外投資年會」，每年盛況空前，成果豐碩，引起海內外各界
高度關注。前年及去年舉辦的兩屆年會，都獲得時任國務
院副總理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並由當時的中聯辦主任彭
清華在年會的開幕大會上宣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亦在
去年年會的開幕式致辭。陳經緯為家鄉、為香港、為國家
發展勞心勞力，貢獻良多。我呼籲，潮汕鄉親均視其為楷
模，引以為榮，在其精神感染下發揚潮汕人士肯捱肯拚、
團結齊心的優良傳統，為家鄉、為香港、為國家的建設多
出一分力。

今年兩會期間，本港著名潮商、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經緯集團董事局主席陳經緯提出創

建「潮汕新區」的建議。此一建議

極具建設性和可行性，獲得各界認

同和肯定。根據構建「潮汕新區」

的思路打破局限，推動潮汕地區再

次改革，既可促進資源整合、提升

經濟創造力，令潮汕地區發展取得

新的突破，更大大增強海內外潮汕

籍人士的凝聚力，再次興起投資家

鄉的熱潮，有利於潮港兩地互利共

贏。「潮汕新區」優勢眾多，發展

得好，完全可以與浦東新區、濱海

新區及其他經濟區相媲美，成為拉

動廣東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及國家改

革開放的新亮點，亦為潮人潮商創

造更多發展機遇。

「潮汕新區」以改革謀突破 開拓發展新局面

本港一連兩天發生令人髮指的逆倫弒殺
父母案，不只是兩個家庭的悲哀，而是整
個社會的悲哀，令社會各界深思本港對青
少年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大角咀29歲「宅男」阿亮，涉嫌夥同
房室友謀殺而且肢解父母，並將父母的頭
顱藏於冰箱內而將四肢拋於大海；正當全
港為大角咀弒親碎屍案震驚之際，元朗八
鄉又發生同樣的倫常血案，涉案兇手同樣
是年輕人，同樣是弒父殺母，同樣是邀請
朋友充當幫兇，事件中父親當場身亡，母
親奄奄一息。連續兩宗弒親案，全港震
撼，舉世驚悚。

據報道，阿亮早年被父母送到澳洲唸書，
約十年前回流返港，近年一直處於失業狀
態，由於游手好閒，終日躲在家中沉迷於網
絡遊戲，被形容是一名「宅男」。阿亮崇拜
希特勒，也關心時事，曾積極參加「反國教」
運動。而元朗弒親案的兇犯霍某輟學後，也
終日躲在家中上網打遊戲，多次被家人斥責
不務正業。

「宅男」一族價值觀出現扭曲
連續兩起弒親案的疑兇都是所謂的「宅

男」一族，引發了香港社會對於該類人群
的思考。「宅男」一詞源於日本的「御宅
族」，是指終日在家並沉溺於網絡世界的年
輕人，近年來由於網絡社會不斷發展，

「宅男」群體也在不斷地壯大中。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黎定基

表示，如「宅男」沉迷於暴力格鬥遊戲，長期
受殺戮熏陶，會令其價值觀出現扭曲，會以
為傷人或殺人是十分平常之事。當對家人出
現不滿情緒後，如未能得以溝通調解，便漸
轉化成仇恨，在到達極端程度時，便有可能
將現實生活當做虛擬網絡世界，將網上的殺
人遊戲變成現實，引爆一個計時炸彈。

香港家庭及事業發展服務訓練總監司徒
漢明表示，連續發生兩宗弒親案已為香港
社會敲響了警鐘。他認為由於香港社會長

期強調學業成績，家長只關心子女功課，
忽略其行為、待人處事及個人道德，令子
女易受電視及網上血腥暴力資訊影響，成
為暴戾一族。

「反國教」運動貽害青少年
筆者認為，連續兩起弒親案，除與「宅

男」這類人群的特點有關外，更重要的是
反映本港的德育存在缺失。尊敬和愛惜父
母，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人
類的共同價值。孔子說孝道是一種人性，
一種自然情愫。西方文化則將孝的內涵滲
透在人文文化中。西方人深受亞里士多德

《尼可馬克倫理學》的影響，視父母與成長
後子女的關係為一種友誼，是一種互惠、
互敬、互愛的平等關係。不過，熱愛祖
國、尊重人、愛人、孝敬父母、扶助弱小
仍是全人類共有的美好品德，也是中西道
德共有的內涵。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
了解和學習中國優秀文化。中國文化強調

「百善孝為先」，一個人能夠孝順，他就有
一顆善良仁慈的心，有了這份仁心，就可
以利益許許多多的人。讓學生懂得尊敬和
愛惜父母，及對父母養育之恩作出反思，
也是現代德育重要的內容。但是，香港社
會部分人卻有一種傾向，就是連「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也要反對，這對青少年道德
人格的成長難免有負面影響。大角咀弒親
碎屍的疑兇曾積極參加「反國教」運動，
這對「反國教」運動貽害青少年敲響了警
鐘。

要不要對青少年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2012年6月，教育局出版的「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課程指引說明，本科旨在透過提
供持續及有系統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養成良好品
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確立
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範疇的身

份認同。
本科培育
學生品德
及國民素
質，當中
包括：培育品德：承傳中華美德，包括
仁、義、禮、智；培育普世價值，包括：
和平、仁愛、公義、自由、民主、人權、
責任感、尊重他人等。本科課程架構建基
於五個生活範疇，如在家庭範疇：提高學
生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認同，理解個人在
家庭的角色，並以關愛、誠懇、互相尊重
等價值觀和態度，與家人維繫良好關係，
共同面對家庭的轉變和挑戰，促進和諧的
家庭生活。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從個人、家庭、
社群、國家和世界五個範疇，來培育社會
接班人，內容相當多元化。但是，在去年
的「反國教」風波中，「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被「反國教」的人徹底否定。實際
上，香港社會愈來愈政治化和情緒化，已
沒有理性討論可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早就被嚴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已不再是
教育問題，而是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甚至
被人當成搞亂香港、癱瘓政府的政治炸
彈。

承傳中華美德，尊敬和愛惜父母就是中
華美德之一。中華民族的文化建立在家庭
的基本道德上，且孝道為社會道德的根
本。在中華文化中，儒有孝經，佛有孝
論；儒說孝即是禮，佛言孝即是戒；儒以
孝為百行之首，佛以孝為至道之宗。民間
有詩說：「千 黃金萬 銀，有錢難買父
娘身，在堂父母百年稀，生時不孝死徒
悲。」

本港連續兩宗「宅男」弒親案，令人深
思本港對青少年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問
題或許在於忽視了對青少年的德育及國民
教育，這促使社會各界反思，香港社會要
不要對青少年和學生進行德育？

兩宗弒親案促使社會各界反思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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