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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宣布在9月22日發動一星期的罷課行動，
這個日期明顯是經過深思熟慮的。9月22日起罷
課一周，即是29日完結，而「佔中」預期的發動
日可能是10月1日和2日。兩者時間幾乎是無縫
連接在一起，說明罷課根本就是為了「佔中」服
務，當中目的有二：一是為「佔中」造勢。在這
一個星期的罷課中，學聯將會在中大的「百萬大
道」舉辦集會，屆時「佔中」搞手便有場地大肆
宣傳，為行動打氣之餘，也可以吸納大專學生成
為「佔中」主力部隊；二是為「佔中」試水溫。
在這一星期的罷課兼「佔中」宣傳中，反對派等
可以看到主流民意的走向，如果罷課造出聲勢，
屆時反對派便有底氣發動「佔中」，但如果形勢
不利，學生反應冷淡，輿論群起攻之，「佔中」
搞手自然會找來不同理由將「佔中」繼續延遲，
尋找下一個出擊的時機。所以，罷課的「成敗」
將攸關「佔中」的走向。

罷課不得人心
明白這重關係之後，就會知道罷課行動對於

反對派的重要性，罷課如果失敗，反對派將會
失去政改談判的又一籌碼，處於相當被動的境
地。但奇怪的是，既然罷課如此重要，但目前
發動的主要是學聯、學民思潮以及民陣一班

「青年軍」，相反一眾反對派卻故意劃清界
線，只是暗中支援；而在當年反國教一役與學
聯、學民思潮合作無間的教協，至今仍然沒有
參與其中，令人相當奇怪。
參考當年反國教行動，學聯、學民思潮在校

園內宣傳煽動，擔當前台人物，而教協一眾教
師則利用教通識科的機會，在課堂上大力攻擊
國民教育，並且組織學生到政府總部參加集會
作為「考察學習」云云。正是有一班教協的政
治教師裡應外合，反對派空群而出在社會上製
造輿論，大批不明就裡的學生才會被發動起
來。但在這次罷課行動上，出來發言的卻只是
學聯、學民思潮，而教協至今都沒有表態支
持，反對派則盡量不回應，保持距離，這究竟
說明了甚麼？
這其實說明了教協及反對派都知道這次罷課

不得人心。當年反國教，反對派扭曲為保護學
子免受「洗腦」，先不論其謬論如何誤導市
民，但確實是容易觸動到家長和學生，令反對
派彷彿站在道德高地。但這次罷課究竟是為了
甚麼？是為了推翻人大決定、否定基本法？是
要特首和政改三人組下台？還是要爭取「公民
提名」？這些都是假議題，而社會根本不知道
罷課是為了甚麼，只知道是一場政治炒作。試

問家長怎可能會支持罷課？對教協及反對派來
說，他們可以不理學生死活，但卻不可能不理
家長看法。因為學生沒有票，家長卻有。儘管
他們有能力煽動學生罷課，但卻絕不可能欺騙
到廣大家長。如果他們一意孤行煽動罷課，等
於是推其他人的子女去送死。這樣家長會問，
戴耀廷、陳健民、余若薇、梁家傑、何俊仁的
子女又在哪？為甚麼只有自己的子女犧牲，而
始作俑者的子女卻唯恐他們傷了一條汗毛？廣
大家長絕對不會答應的。教協及反對派倘若走
在最前發動罷課，勢將失去大量不分左中右的
家長選票，這就是他們故意劃清界線、不上身
的主要原因。

禍害學子家長必反撲
然而，反對派的做法只是自欺欺人。罷課為

了「佔中」，廣大市民都看在眼裡。一些有政
治背景的校長教師，不斷暗中配合罷課，將學
子送上抗命的戰車上，家長怎可能答應？對於
家長來說，政治議題可能並非他們所關注，但
對子女的安全和前途卻是最為上心，絕不會讓
反對派得逞。反對派及「佔中」搞手鐵了心要
禍害學子，只會招致民意的巨大反撲，連最後
的民意籌碼都輸個清光。

罷課只為「佔中」教協不敢聲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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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個高度全球化、通訊和傳播技術高度發達
的世界，每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做決策和決定時都不得不
考慮本國和本地區人民的意見。中央政府的領導人也不
例外。在香港政改的問題上，中央政府除了要傾聽香港
居民的意見外，還需把握內地居民的民意。也許有人並
不同意此意見。然不爭的事實是，從反腐對台灣的政
策，到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看，內地的民意對中央政府的
決策正在起愈來愈大的作用。因此，內地民意對中央
政府在制定關於香港的政策方面不能說沒有影響。

內地人如何看待香港？
那麼，內地人如何看待香港呢？在本人參加的微信

群裡，有兩位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

的內地在職法官的對話，很值得深思，因為他們都在
香港學習一年以上，對香港有一定的了解。為免錯誤
理解他們的意思，茲將該兩位博士學生的對話不加任
何修改地展現在大家面前。
學生甲：「我剛剛去了趟台灣(第一次踏上那個人生

第一次知道就必需一定要解放的那個台灣)，有幸偶遇
了一位曾棲身台灣高層的人士，他給我講起最近兩岸
高層的一次談話細節，大意是說電影《唐山大地震》
有一個情節：一雙兒女被壓在廢墟中，險情只允許救
一個，當搶救人員問母親是救哪一個時，母親選擇救
兒子。後來女兒也得救了，但她再也不願見自己的母
親……據說聽完這個故事，兩高層均無語唏噓。回來
後一個特想去台灣的小美女問我赴台感受，我說就像

去了一趟從未見過的姥姥家。她天真的問：是不是很
有歸屬感？我說：不是歸屬感小美女，你知道去姥姥
家肯定要回來的對嗎？你知道你從小到大沒去過的姥
姥家有一大幫親戚對嗎？你知道你很想他們他們也想
你對嗎？然後，閉上眼，想像一下你匆匆來去的情景
和感受吧……然而，香港的感覺像家境貧弱時被強盜
拐走的幼仔，在強盜窩裡長大，全然不認貧弱的父
母，誤認為那個身光鮮的強盜就是他的親爹！等親
爹娘強大了把他討回，多年的離別讓親爹娘把失去的
撫養變成溺愛。台灣與大陸儘管有離愁別怨，但那都
是家人，沒有外人，離別久了剩下的只有濃濃的鄉情
和純醇的鄉音！而香港則是在洋人的懷抱裡長大，那
兒既沒有姥姥也沒有舅舅，那個連親娘的奶水都沒喝
足月就被抱走了的嬰兒啊！……他長大了他都不知道
即便在洋人家裡時他吃的喝的都是親爹娘給的……只
不過，無知的他把親爹娘當成給豪門送菜送水的下
人……但他的血脈裡畢竟流淌中華民族的血液，那
是爹娘身上的親骨肉啊！雖如此，要改變那種有奶
便是娘的強盜習氣畢竟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
兄弟可以寬容，但爹娘絕不能溺愛縱容！嬌生慣養
不出孝子！我相信香港那些不認祖宗的不肖之子終
究會明白，給他糖吃的不都是親爹，血畢竟濃於

水。」

港人應多理解內地民眾看法
學生乙：「我去年也去了

趟台灣，感同身受，更認同
你的比喻。香港，是富人領
養過的孩子，不願意回到貧窮的父母家，回來了，還
帶富人的勢利，缺了點親情，少了些包容。我覺得
自己不算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者，但香港有些人，確
實走得很遠。」
這兩位法官博士生並非權貴，代表的是內地的中產
階層。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對香港有一定的了解
（初來香港時對這個以法治聞名的金融中心懷有莫大
的崇敬），對周圍的人有影響，有機會向政府建言。
經過一段香港的生活，他們對香港的此種看法不能不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很多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

部分人慢慢地將這些特殊待遇當成了天經地義的權
利，並對內地民眾表現出某種傲慢。香港與內地在經
濟上已緊密相連、互為依賴。在此情況下，香港要想
保持競爭力，不使內地淡化對其的感情，恐怕應換位
思考，多了解並理解內地民眾的看法。

王貴國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

血濃於水：香港人應換位思考
今年秋季在美國的大學任教。到美國後，很多人一提到香港就表現出茫然，不知道這個國

際金融中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情。比較普遍的問題是：香港怎麼變成這樣了？還有一些人對

香港的前途表現出相當的關心。日前看到香港傳媒報道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表示擔心因政改方面的分歧持續，將令內地心淡而放棄香港，從而最終影響香港的競爭力。

有此擔心者大有人在，同時大家都將注意力放在中央政府的態度，而甚少有人考慮內地老百

姓的看法。

■王貴國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各界應阻止罷課歪風席捲校園

正如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學民思潮
等罷課組織者經常說罷課不犯法，但卻早
已表明若爭取不到訴求就會採用更激烈的
手段，與黑社會引誘學生犯法的手法如出
一轍。他指出，若鼓動中學生罷課的人之
後再引導學生參與一波又一波的「抗命」
行動，走到犯法邊緣，其實與黑社會無
異。

救救孩子 救救香港
「佔中」搞手以學生擔任先鋒，自己只
是剃頭明志，沒有付出甚麼代價。「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佔中」搞手不讓自
己的子女參與罷課、遊行和「佔中」，卻
鼓動別人的子女去當炮灰，這是極其自私
和卑劣的做法。魯迅在《狂人日記》裡，
曾經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今天，我
們要呼籲全港教師、家長不要讓自己的學
生和孩子參加罷課、遊行和違法「佔
中」。青少年是香港和每一個家庭的未
來，「救救孩子」也就是救救香港和自己
家庭的未來！
為了阻遏罷課歪風，「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呼籲教師、家長如發現校內有
人煽動罷課，可向大聯盟舉報投訴，大聯
盟將公開學校名字，以提醒校方及家長注
意及提防。大聯盟設立舉報熱線，是要保
護學生，出發點是為了學生的利益想。
正如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日前在報章刊登
廣告，向「全港媽咪」呼籲「不要讓自己
的孩子參加罷課、遊行和違法『佔
中』」，更苦口婆心地問家長：「有哪一
個媽媽不擔心自己的孩子因參加罷課而耽

誤功課和學業？有哪一個媽媽不擔心自己
的孩子因參加遊行而誤入街頭抗爭的歧
途？有哪一個媽媽不擔心自己的孩子因參
加違法『佔中』而留下案底，毀掉大好前
程？」
以青少年的前途作為政治籌碼煽動罷

課，是剝奪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根據
《教育局通告》（第1/2009號）「確保學
生接受教育的權利」中規定：「在一般情
況下，學生如獲取錄入讀小學或中學級
別，學校須讓他們在原校完成教育。校長
有基本責任保障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教育條例》（第279章）第748條規定，
「家長有法律責任確保介乎6至15歲的子
女定時上學」；第78條更規定：「任何家
長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入學令（或不時
經更改的該命令），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3級罰款及監禁3個月。」這些
法例都是保障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如果
學校、家長盲從個別組織的「呼籲」，允
許學生參與罷課，既損害學生接受教育的
權利，更要負上法律責任，學校、家長不
能不對罷課的煽動提高警惕。
「佔中」搞手和部分激進反對派以青少
年的前途作為政治籌碼、企圖讓學生充當
政治炮灰早有前科。去年7月，協恩中學校
長不顧學生家長和社會各界強烈質疑和反
對，邀請「佔中」搞手在校園舉行鼓動學
生違法的講座，「佔中」搞手對數百名中
學生藉機宣傳「佔中」。筆者去年7月在文
匯報論壇版撰文指出：「學校是『傳道、
授業、解惑』的地方，校長和教師作為學
生學習、生活、成長的領路人和輔導者，

不應教授學生任
何違法意識和行
為。」「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發起「救救孩
子」行動，學
校、家長都應配
合與支持。
學生參與罷課

會被視為曠課，
曠課的嚴重後
果，相信大多數
家長和學生都清楚。學生應以學業為重，相
信大多數家長都不願見到子女的學業受到負
面影響。公開罷課中學的資料，引起輿論對
罷課中學的關注，其實是對學校、家長、學
生的提醒，是保護學生、對學生前途負責的
舉措。為了保障學生利益，不讓罷課歪風吹
入中學校園，採取具針對性的對策是大有必
要的。

學聯搞手竟是「港獨」分子須警惕
「佔中」搞手身兼教職，與學生會骨幹
往來密切，通過拉攏誘騙學生會骨幹，將
各校學生會逐漸誘向偏激違法的極端方
向。罷課就是違法「佔中」行動的一部
分，是「佔中」的「前哨戰」。「佔中」
搞手利用學子為政治籌碼，行為卑鄙，他
們竟連未成年的中學生也不放過，通過各
種途徑誘使中學生加入罷課、「佔中」。
這反映「佔中」搞手和激進反對派為破壞
普選已不擇手段，喪失起碼的良知。
在「佔中」搞手和激進反對派利用學子
為政治籌碼的歪風下，還出現了「港獨」
向校園滲透的危險跡象。文匯報調查報道
梳理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近年的言論行徑，
揭露其表面是學生運動搞手，實際卻是思
想偏激的「港獨」分子。文匯報將他的
「港獨」面目揭穿，他打出學生領袖的模
樣來蒙騙學子的行徑也被揭穿，學聯應該
清楚向公眾交代是否支持「港獨」。年輕
學生要學會獨立思考，不要做少數別有用
心者的政治炮灰。

為威脅政府在政改問題上退讓，學聯及學民思潮近日

積極策動罷課，企圖將大專生甚至未成年的中學生推上

違規甚至犯法前線。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指出，這些行動只會不斷損害香

港的利益，並呼籲發起「佔中」和其他「抗爭」者，不要以青少年的前途

作為政治籌碼。教唆中學生罷課，將學子作為政治犧牲品，違反教育條

例，自私無良，須受到嚴厲譴責和堅決抵制。社會各界應阻止罷課歪風席

捲校園！

龍聲飛揚

■龍子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普選行政長
官定下清晰框架，引領香港政制發展
邁向新里程。香港研究協會的最新民
意調查顯示，63%的受訪者接受目前
框架，以期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惟有一小撮激進派不僅鼓吹
「佔中」，更煽動學聯組織為期一周
的罷課，與中央對抗，令人憤慨與擔
憂。
年輕學子涉世未深，滿腔熱血、充
滿正義、追求理想，且未必真正理解
「國家安全」、「香港管治權」、
「中央憲制權」這些詞匯的箇中含義，因此最容易被煽動。倘
若為此荒廢學業、影響前途，損失的是自己，憂心的是含辛茹
苦養育他們的父母！
本人作為多間幼稚園、小學、中學的校董和校監，同時作為兩
名孩子的母親，由衷希望孩子們能在一個單純、安靜的校園裡努
力學習、增長知識，為將來走出社會、發展事業打好基礎，從而
回饋社會。我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盪，在我整個
小學、中學期間，校園裡充斥各種大字報，街頭運動此起彼
伏，社會上人心惶惶不得安寧，我人生中最寶貴的求學階段因此
被耽誤，理想、抱負亦被埋沒，至今仍為之深感遺憾。
孩子是香港的未來，社會的棟樑，值得我們用心呵護。若你
為人父母、尚有良知的話，那麼就不應該煽動青年學生罷課走
上街頭。這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僅影響學子，更會遭全港
千夫所指。
為此，我呼籲所有的家長誠懇與子女溝通、積極與學校交
流，勸導孩子珍惜學習機會。亦希望激進派懸崖勒馬，放下屠
刀，切莫一意孤行，給我們的孩子帶來無法挽回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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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出訪北
京，為兩個多月後奧巴馬和習近平的會晤
做準備之前，奧巴馬誓言動員國際力量，

打敗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建立據點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作
戰分子。他說，「伊斯蘭國」構成嚴重威脅，影響超越中東地
區。那麼，爭取中國的支持會否成為習奧會的一個內容呢？也
許，賴斯暫時不會透露，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奧巴馬應對美
國中期選舉不會打反華牌。
據華府消息人士此前透露，中美雙方原先是希望促成國事訪

問，最後因奧巴馬在亞洲參加多個會議的行程問題改為非正式
會晤。奧巴馬將在11月10日至11日出席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
導人會議，之後他將在北京多留一天與習近平進行會晤。因北
京APEC會晤與在緬甸舉行的東亞峰會（13日至14日）之間只
有一天空檔時間，而一天又無法構成國事訪問，最後中美雙方
退而求其次考慮改為非正式的「莊園會晤」，並以此延續加州
莊園會晤共識，進一步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11月第一個星期舉行國會的中期選舉。
事實上，白宮已經在籌劃未來的習奧會，並且向全球公佈其計
劃。有分析指，奧巴馬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共和黨控制的
眾議院所有435個議席、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中100個席位中的
33個議席都將面臨改組。奧巴馬支持率近期顯著下降，打甚麼
牌扭轉形勢？由於習奧峰會在中期選舉之後，目前奧巴馬政府
大張旗鼓公佈習奧會的消息，令人猜想，奧巴馬不是通過展示
美國和中國的分歧來增加選票，相反是期待習近平給予某些的
襄助。
事實上，習奧再進行無拘束的「莊園式會談」，本身就是中

美關係的好兆頭。據悉，去年加州習奧莊園會，是一個處理兩
國關係的最有效的方式。平時一兩個小時的那些會晤，根本無
法深入會談，基本是雙方幕僚之前談好，習奧再複述一遍。而
莊園會，長時間的自由的、散文式的交談，甚麼都是話題，甚
麼都可以深入探討。包括，美國對中國有甚麼要求，中國對美
國又有甚麼顧慮，雙方都可以敞開談。事實上，中美構建新型
大國關係就是那次會晤的重大成果，規劃好了兩國關係發展的
戰略方向。儘管開始奧巴馬還沒有接受這一理念，但是很快明
白這是雙贏的戰略構想，也欣然使用。
《紐約時報》有報道指，中國人大8月31日通過香港政改
決定後，白宮和華府方面一直保持相對低調，幾乎未對香港
普選問題進行任何評論。不過，已有熟悉賴斯的人士指出，
一向自詡為人權衛士的她似乎不會放棄這次絕佳的機會來表
達美國對目前香港僵局的關注。筆者相信，這等人士枉作小
人。如今，美國政府需要中國幫忙的地方太多，哪還有時間
去指責北京？
習奧二次莊園會，實際是一次「G2」會，中美雙邊問題的重
要性和難度，顯然要比烏克蘭變局，「伊斯蘭國」以及朝鮮半
島這些當前的全球焦點問題低很多。固然，奧巴馬政府還抱
「重返亞太」的戰略，但是習近平說得很清楚，中國不挑戰美
國在亞太的利益，中國只要求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奧巴
馬還能不顧中東和烏克蘭局勢，而調六成的軍力到亞太嗎？
筆者相信，中國在烏克蘭局勢中保持中立是沒有問題，符合
中國的利益。中國像支持美國反恐一樣，支持奧巴馬打擊反人
類的「伊斯蘭國」更沒有問題。只是美國也不要老是想遏制
中國。可以預料，二次習奧莊園會定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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