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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領中環」於去年12月以失敗告終，經歷了
長達近80日的「不太平」，香港社會在「佔中」行
動結束後恢復常態，重建秩序。對香港而言，善後問
題不容忽視且迫在眉睫，如何消解「佔中」引發的香
港社會分化、撕裂甚至仇視，怎樣重建在「佔中」行
動中飽受衝擊和踐踏的香港法治精神，值得全社會共
同反思。

「佔中」暴露人心回歸仍需努力
「佔中」慘敗收場，「佔領者」們鎩羽而歸，但

「行動」是否真的如人們所期望的「一勞永逸」的結
束了？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儘管「佔
中」暫時劃上句號，「佔中」仍留有隱患，餘毒未
清。「雙學」揚言會繼續抗爭，今年或再度開展「佔

領」等「公民抗命」的活動；「佔中」搞手和反對派
議員宣稱新的「抗爭」已經開始，會繼續投身未來長
期的「不合作運動」。「佔中」問題要得到根治，亟
需正本清源，找出問題關鍵所在，對症下藥，唯有如
此，「佔領」亂象才不會死灰復燃，香港才能長治久
安。眼下，根源問題就在於一些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
薄弱，部分青年人缺乏愛國情懷。
不難發現，有少數本港青年學生在「佔中」行動中

充當排頭兵和主力軍的角色。回歸當年，不少還在咿
呀學語、蹣跚學步的孩子今日竟搖身一變，成為揮舞
「龍獅旗」、挑釁警方、衝擊立法會和圍堵政府總部
的示威者。「佔中」給香港帶來嚴重衝擊和破壞，暴
露本港不容迴避的教育缺失和漏洞。香港高教聯主席
岑嘉評有句話總結得很到位：「（本地）大學一直是

英國力控的外部勢力溫床，而『佔中』是外部勢力借
高校界和學界積累能量的一次爆發。」反中亂港者此
次之所以能夠煽風點火，歸根究底是因為學生和青年
易於煽動，而香港的年輕人在對國家的認知和情感
上，是十分匱乏和蒼白的。試問：如果年輕人對祖國
毫無認識，或者被灌輸片面的、錯誤的意識形態，會
如何看待養育自己的這片土地和構建「身份認同」？
談何愛國？香港回歸祖國17年，人心回歸仍需努力。
青少年好比初升的太陽，是國家和香港發展的希望。
假若香港的新生代對祖國秉持漠視和抗拒的態度，只
愛港，不愛國，拋棄「一國」，只要「兩制」，香港
又何來真正意義上的「回歸」？我們不僅要依據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還要贏得本港市
民人心的回歸。

推行國民教育刻不容緩
2012年，特區政府擬在本港中、小學推行「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不料竟引發社會熱議，爭拗上升至政
治層面，課程被迫擱置。國民教育是國家教育體系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世界範圍內均受重視，旨在培育
學生綜合、正面的人生觀、價值觀，幫助其在成長的
不同階段，知曉對錯，明辨是非，作出客觀分析與合
理判斷，並付諸實踐，以應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國

民教育是國家文化傳承的載
體，是社會共識凝聚的火
把，不容曲解和偏廢。國人
對於國教的認可不僅是對祖
國的認同，更是榮譽感與歸
屬感的體現。香港回歸祖國後，在「一國兩制」下一
直享有繁榮穩定的生活，民主進程也穩步向前。沒有
「一國」，「兩制」便不復存在，「國民教育」是
「一國」下的「必修課」，也是香港繼「脫殖」和回
歸後的必要補充。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行符合香
港民情的國民教育，值得深入研究思考，也必須引起
重視。
本港國民教育應側重「愛國教育」，正如被寄養在

別家的孩子離家太久，被接回家後得到諸多關照，作
為家庭的一員，也需要知曉家中的情況。「佔中」暴
露的教育問題令人擔憂，反對派和「雙學」成員叫囂
違法訴求的背後，反映出香港部分市民尤其青少年對
中國國情、歷史等公民教育和祖國基本認知的嚴重不
足。接受國民教育是每一個當代公民的權利與責任，
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和中西方文化水乳交融的「東方
之珠」，香港的法治、多元、公平和包容等精神文明
將會為本地國民教育的推廣實施提供有力保障。

林 青 旅港海南同鄉會會長

積極推行國民教育 促進「一國兩制」健康發展
違法「佔中」給香港敲響警鐘：將「國民教育」排斥在外的教育體系和知識結構如無源之

水、無本之木，學成者因缺乏民族自豪感，無身份的歸屬和精神的皈依，將可能成為反中亂

港的隱患。經此一役，港人應深刻反思現行教育體制，香港要擺脫目前泛政治化的局面，要

從內耗泥沼中抽身，縫合社會撕裂傷口，全面推行國民教育是一劑良方。國民教育的長期培

育和發展創新，不僅能積極弘揚愛國精神，有效傳承歷史文化，還能為國家和香港的經濟發

展、民主進步創造一個健康、和諧與穩定的環境。

■林 青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
《學苑》，涉借學術刊物作政治宣傳，且鼓吹「港
獨」主張，這是十分危險的。誠然，該刊物的「港
獨」論述和探討，已是偏離學術自由，什麼編輯自主
都只是借口。若作為特區之首的梁振英不去對主張
「港獨」的刊物當頭棒喝，反而是沒有履行好自身的
責任。
去年神僧鬼厭、禍害港人的「雨傘革命」，也可
說是與「學術」玷上了邊，其中兩名發起人就身兼
「大學副教授」的身份，並且公然在大學內向學生
宣傳違法抗爭，玷污校園，可說是極為諷刺。同樣
地，違法行動本應與學術「大纜都扯唔埋」，但在
「佔領」期間，卻見到不少大學教師到所謂「公民
廣場」進行「義教」，擅離職守之餘，更是煽惑學
生淪為棋子參與違法抗爭，陷學生於不義，與出賣
學生利益無異。
「佔領」前後，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更協助策動
違法違憲的「全民投票」，所涉及的人力物力，也是
動員大學資源，後來被揭發原來涉及「秘密政治贊
助」，而該筆獻金的申報又欠妥善，引起社會廣泛討
論資金來源和目的。
「佔領」前一年，更有多所大學響應借出場地舉辦

「佔中商討日」，變相教唆學子參與暴力抗爭，似
乎，一些大學已經成為無掩雞籠，成為亂港的橋頭
堡。
教職人員本應是德高望重、可被信任的一群，但有
人卻政學不分，成為政治運動的主角。現時縱觀整場
「佔領」行動的性質，屬不法不義，沒有建設，只有
禍港亂港的份兒，若教職人員以大學的辦公室、場
地、資源、人員用作違法活動，大學的管理層必須待
之以嚴，不能隻眼開隻眼閉，或草草結案。
大學原為純潔的學術地，若任由政治入侵校園，玷
污學術，宣傳「亂港」甚至是「港獨」理念，則是不
負責任，出賣學子，敗壞了大學的名聲。畢竟，大學
是受公帑資助的，不是政客的獨立王國，必須對公眾
負責，不容高等學府淪為亂港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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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有不少婦女及家庭成員曾遭受暴力、性虐待和虐
待，而大多數施暴者是他們的家庭成員。根據社署的資料
顯示，2014年1-9月新呈報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有3,012
宗，其中2,514受害人是女性(佔83.5%)。按此推算的全年
個案宗數將會超越2013年的3,836宗，而2013年的個案宗
數亦較2012年的2,734宗上升了40.3%，可見家庭暴力個案
有上升的趨勢。另外，今年1-9月新呈報虐兒個案有634
宗，主要是身體虐待，佔整體個案的47%。
由於婦女對暴力虐待的認知不足，上述數字相信只屬冰

山一角，未能反映實際情況。事實上，除身體和性暴力的
行為外，言語侵犯、精神虐待和經濟封鎖等亦屬於暴力的
一種，社會應該正視問題，政府亦必須加強有關教育及支
援家庭輔導的工作，以保障婦女安全。
大部分家庭暴力個案中施虐者為男性，而受虐者多為女
性。此類暴力發生皆源於男施虐者的男女性別不平等觀
念，以及男尊女卑的家庭權力格局。政府應加強宣傳家庭
倫理中正確的男女平等觀念，以協助施虐者及受虐者反思
家庭價值。除此之外，政府亦應加強宣傳反暴力的教育工
作，提升婦女及社會大眾對暴力的認知；並向懷疑受害婦
女提供法律支援服務，協助她們了解個人權益。
政府應加強危機家庭支援服務，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
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加強有關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
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式，及跨部門支援服務
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機家庭提供高效率、
及時和到位的服務。加強社福機構外展服務，讓社福機構
盡早接觸潛在的危機家庭，以免家庭暴力問題惡化。政府
亦應增加新市鎮如天水圍、東涌的社區服務資源及輔導工
作，特別加強新移民適應、青少年成長及家庭服務，增加
社工人手。
另一方面，由於施虐者重犯情况普遍，而施虐者本身亦

可能曾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我們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加強
為施虐者提供輔導，以及家庭治療等配套和跟進服務，改
變施虐者的行為模式，以終止家庭暴力循環發生，消除家
庭暴力所帶來的禍害。
前線的警務人員必須要有處理家庭問題的專業訓練，所
以，除了支援社區系統要互相協調之外，應加撥資源，培
訓前線警務人員應付刑事罪案以外的一些其他社區問題，
為此進行和接受訓練。可研究「一警署一社工」計劃，我
們可以參考現時學校有一個「一校一社工」的計劃，這個
社工未必需長駐警署，但他完全可以與某一個警署掛鈎，
當警員碰到一些須由社工處理的棘手問題，或未必能作出
專業評估時，便即時可以得到社工支援。這個「一警署一
社工」的想法，民建聯希望政府多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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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2009年的英國「伊
戰」調查，原定於2011年
初完成公佈，但至今仍繼

續推遲無法公開，事件對英國政壇、社會、媒體
產生強烈震撼。由於情報誤導、預算荒唐、決策
愚蠢、後果嚴重、責任推諉，英國上演了一場狗
咬狗醜劇，也讓昔日滿口民主的倫敦紳士風範蕩
然無存。2003年，前首相貝理雅為了跟隨小布
什入侵伊拉克，由軍情處拋出「15天可以結束
伊戰」、「英國將因此獲得巨額石油利潤」等聳
人聽聞的理論，誤導國會議員同意開戰。比美國
中情局「3個月、500億美元解決戰鬥」的預算
更加荒唐。
接下來的殘酷事實是，「伊戰」並非「15

天、3個月」能夠結束，而是打了10多年。由於
倫敦不像華盛頓有一本萬利的美元印刷機，4.6

萬軍人的巨額戰爭費用虧空了國庫，讓英國「缺
錢」變得越演越烈，繼而導致經濟一落千丈；最
後不得不採取「緊縮」政策。「緊縮」引發公務
員、警察強烈不滿；降福利又讓普通國民叫苦連
天；於是破天荒需要增加大學生學費，導致學生
大規模示威。「缺錢」讓紳士變得吝嗇，沒能按
時繳納歐盟費用，和德、法等鬧翻。「缺錢」產
生的複雜問題讓倫敦政客找不到「可行答案」。

一窩子政客都同樣愚蠢
強大的社會和輿論壓力，讓倫敦政府不得不決

定對英軍備戰、參戰、撤軍的全過程，進行全
面、客觀「調查」，希望找出造成巨大災難的原
因，清楚誰應該承擔責任。調查委員會主席齊爾
考特曾經發誓，一定會本「徹底、嚴格、公
平、坦白」原則展開調查，2010年底遞交、
2011年初公佈報告。調查期間，前首相貝理雅
等前政府高官接受質詢，被議員指責是最愚蠢首
相。貝理雅反駁稱，「伊戰」經情報局提供資
料、國防部預算、專家論證，議員投票決定，如
果本人是愚蠢，那麼情報官員、預算專家、投票
議員也同樣愚蠢。
據披露，幾百頁的調查報告揭露出一系列鮮為

人知的「驚人謊言」、「愚蠢決策」和「失敗教
訓」。資料顯示，「伊戰」爆發前，貝理雅欺
騙、誤導國會議員和公眾，開始宣稱「英國沒有
計劃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但實際上唐寧街
在2002年2月就已經在制定作戰計劃。由於麻痺
輕敵、倉促上陣，和美軍溝通不暢，五角大樓的

重要行動和決策，英軍卻毫不知情，導致美英指
揮部「吵吵鬧鬧、相互指責」。英軍的無線電通
訊，也因沙漠高溫失靈造成極大恐慌，讓年輕的
英國青年在毫不知情下命喪黃泉。

鎖定貝理雅是「幕後黑手」
調查委員會主席近期披露，調查結果可能將推

遲到英國大選之後公佈，立即引發英國政壇的強
烈震撼和不滿。「伊戰」調查結果的責任屬誰尚
未公開，又掀起了追究是什麼人讓「調查結果遲
遲不能面世」的另一場爭論。英國前首相貝理雅
已經被媒體鎖定是推遲調查報告公佈的「幕後黑
手」；前首相白高敦也備受質疑。現任首相卡梅
倫為了「劃清界線」，表態對調查結果延遲公開
不能接受，並稱自己對調查報告推遲公佈產生
「強烈的挫敗感」。副首相克萊格則認為，調查
報告公佈沒有明確的時間表是「不可思議的」。
倫敦政客上演儀態盡失的口水戰，受到世界的
高度關注。貝理雅極力否認是「幕後黑手」的同
時，積極「澄清」他沒有阻止調查報告的公佈，
還希望調查報告還他清白。這位被稱之為最愚蠢
的的首相，仍然在多個場合公開堅持「當年參與
伊拉克戰爭是正確的」、對參戰決定「並不感到
後悔」。隨「伊拉克戰爭帶給英國巨額利潤」
美夢的破滅，英國人已經無法再承受「伊戰」帶
給大眾的無形壓力。股市一蹶不振、財政赤字嚴
重、投資極為匱乏、消費信心惡降、和歐盟關係
惡化等，讓倫敦政客毫不客氣地相互指責。「伊
戰」留給英國的是傷痛而非利潤。

「伊戰」讓倫敦紳士風範蕩然無存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黎智英三板斧操控反對派

去年7月，有爆料人公布900餘份文件，
揭露黎智英僅過去兩年對反對派政黨和政客
的「秘密捐款」就達4,000萬港元。黎智英
作為一個傳媒機構老闆，其政治獻金數額如
此巨大，十分反常，暴露其反對派「金主」
的角色。在黎智英大灑金錢之後，很快就爆
發了持續了79天的「佔領」行動，在「佔
領」期間，一眾反對派議員都唯黎智英馬首
是瞻，黎每日在金鐘「佔領區」指揮大局，
反對派政客就每日都要到黎智英的「御座」
報告軍情，聽取最新指示。及後黎更指示陳
日君、李柱銘等人約束學聯行動，確保「佔
領」在其控制之內。各種證據都顯示，黎智
英是這場「佔領」的「金主」和幕後黑手，
而反對派政客則甘願成為黎的「打手」。在
市民與「金主」之間，反對派早已作出了選
擇。

「黑金」收買 淪為打手
其實，黎智英操控反對派政客已非今日的

事，「佔領」行動不過是告訴市民，反對派
的真正老闆是誰。而黎智英操控反對派從來

都是三板斧。一就是「黑金」收買。黎智英
每年捐款予反對派政客的金額就達到幾千萬
元之多，他更是多個反對派政黨包括公民
黨、民主黨等的單一最大金主，這在全世界
政壇都極為罕見。而黎更會對個別「得力馬
仔」私下捐款「賞賜」，包括梁國雄、李卓
人都曾秘密將黎智英的巨額捐款「袋住
先」，直至在公眾揭發後才急急轉回所屬政
黨。其中，李卓人正正是黎智英最聽話的
「馬仔」，因為他手下有大批工友可供驅
使，又最賣命為老闆服務，不顧一己名聲，
所以收的捐款最多。反對派的財源既然是來
自「金主」，自然要乖乖聽話，否則老闆一
斷水源，政黨將難以生存。

胡蘿蔔加棒子威逼利誘
二是用胡蘿蔔加棒子策略。黎智英是傳媒

老闆，但傳媒只是他私用的公器，是他打擊
特區政府，為外國勢力服務的工具；也是他
威逼利誘反對派政客「歸順」的武器。只要
聽命黎的指揮，他旗下報刊就會大篇幅為該
反對派政客宣傳吹捧，例如在「佔領」行動

中擔當黎智英保鑣的工黨副主席郭紹傑；擔
當黎智英「跟班」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
近日都受到《壹週刊》、《蘋果日報》的大
篇幅專訪。無名小卒竟然得到青睞，正是胡
蘿蔔策略所致。至於不聽話自然後果嚴重，
就如當年拒絕讓位予單仲偕參選的甘乃威，
就因為屢屢不聽黎智英的安排，結果在「女
助理桃色醜聞」中被《蘋果日報》連日追
殺，斷送了政治前途。殺雞儆猴之下，令不
少反對派政客惟有乖乖依附。

對不聽命者發動圍剿
三是對於不聽號令者，便會辣手發動反對

派「馬仔」進行圍剿。反對派的大佬基本上
都是黎智英的手下，不少第二梯隊以至第三
梯隊為了得其青睞，也落力效犬馬之勞。令
黎智英在反對派內掌握了極大的權力。對於
不聽其指令者，除了利用手上傳媒「鬥垮鬥
臭」之外，更會發動其「馬仔」在黨內展開
批鬥、「逼宮」。例如黃毓民與黎智英私人
恩怨極深，在黎智英的發功之下，黃毓民在
反對派內基本上已無立錐之地，甚至如社民
連、「人民力量」的前黨友都要與他劃清界
線，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過去如甘乃威、湯
家驊等人都被黎智英修理過。
黎智英以「黑金」、傳媒公器操控反對派

已是證據確鑿。反對派政客為錢出賣靈魂，
不但觸犯了公職人員守則，更有違一名從政
者的操守，反對派行徑是出賣了廣大選民的
信任和託付，必定會遭到懲罰。而始作俑者
的黎智英涉嫌賄賂公職人員，試圖以「黑金
政治」侵蝕香港，廉署必定會將案件查個水
落石出，以顯法治尊嚴。

反對派「金主」黎智英日前因涉嫌組織及參與違法「佔領」行動，先後兩

度被警方拘捕。目前廉署正追查黎智英秘密捐款予反對派議員的案件，從

「佔領」行動可見，反對派議員明顯受到黎智英指揮、操控，以手上的公權

力為「金主」服務，廉署的調查隨時給予黎智英致命一擊。事實上，黎智英

操控反對派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其板斧有三：一是利用大筆「黑金」收

買反對派議員，利用他們的貪念變成手上傀儡；二是胡蘿蔔加棒子策略，利

用手上的傳媒公器私用，聽話的捧，不聽話的打；三是對於不聽號令者，發

動反對派手下進行圍剿，就如對待甘乃威、黃毓民一樣。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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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寧街指揮失誤，令大批英軍命喪黃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