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期本港多個
教育議題在社會引起爭議，曾經擔任教育統籌委
員會主席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表示，香港
教改推行多年，在國際上獲得很高評價，港人毋
須「妄自菲薄」。但他指出，教育投入不是開支
而是投資，本港十幾年來的教育投入僅佔本地生
產總值（GDP）的3%多一點，低於不少發達國
家及地區5%的比率，社會應當反思。他又特別
提到香港要培養創新創業人才，只要與深圳和東
莞等協同發展，或有能力與美國灣區相比較。
由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中心主辦的學校專

業發展會議，昨日在九龍塘一所中學舉行。梁錦
松在會上表示，2000年香港實行教育改革以來，
在國際上獲得不少好評，有領先的國際排名，並
得到國際機構的肯定，故港人不應「妄自菲
薄」。但他指出，教改推行多年，執行結果與當
時構想有出入、預期的教學方法與評估改革未見
實施等都要改善。

僅佔GDP 3% 不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

他指出，2000年教改時已提出
教育投入要佔GDP 4%，但到目
前為止也只有3%多一點，而不
少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教育的投入
已佔 GDP 5%至 6%，甚至更
多，所以香港社會應當反思，香
港教育是否需要進一步加大投
入。「教育是一項投資，而不是
開支」，只要「投」得其所，投
資越多越好，但教育投入不一定
要單靠政府，「香港由於是市場
主導，力量比政府更大。」
梁錦松又重提當年推行母語教

學，並非由他建議，又透露當時
更與時任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有
不同意見。他認為，母語教學不

應一刀切，應由校本自主。例如理科中很多專業
名詞，英文更為普及，應該保留部分英語教學。
他還提出，母語教學為何是用廣東話而非普通
話，指很多人的母語並非廣東話，如果用普通話
教學，將有利於提高中文寫作水平。

培養創新創業人才 要育「競賽精神」
對於香港教育的未來，梁錦松認為，在知識經
濟下，世界變化越來越快，傳統行業很快會被科
技取替，培養人才的要求也有所改變，所以對教
育的要求也要跟2000年有所改變，而要培養創新
創業人才，就是要培養他們的「競賽精神」，即
「既懂得贏也懂得輸」，因為根據統計，首次創
業的成功率只有0.6%，大部分的創意創新人才都
是在不斷的失敗中學習、改進，才獲得最終的成
功。
梁錦松續指，在培養創新創業人才方面，單靠
香港的條件是不夠的，但加上深圳和東莞，則或
能媲美美國灣區。他指出，深圳是全中國最有創
新能力的城市，有世界級的創新企業，比如騰

訊、華為、中興、大疆（由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
創立）等；而東莞有全世界最強的制造能力；香
港則擁有知識產權保護、資訊自由、金融支持及
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若三方面有機而突破
性地合作，將有能力與美國灣區相比較。

TSA可思考有否其他取代方式
另外，被問及備受爭議的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的存廢問題，梁錦松表示，考核的目的
是評估學生中英數水平及不同學校的差異，可思
考有沒有其他方式能夠取代。他又說，着緊TSA
表現而操練學生的問題，只是在個別學校發生，
部分無殺校危機的學校其實並不着緊，例如他自
己孩子的兩所學校因成績一般較好，並沒有怎樣
操練。至於是否應該暫停小三TSA，他則表示特
區政府月底亦會發表TSA檢討報告，他現時不會
評論，以免「添煩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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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視頻報平安 冀外界勿再炒作
批大造文章者妄想得益 嚴重干擾李家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李自明）「銅鑼灣書店」
股東之一李波早前報稱失蹤，
但其太太在聯絡到李波後決定
銷案，但香港反對派繼續借題
發揮，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日前
更聲稱，對有關事件感到「不
安」，及會「密切跟進」。有
法律界人士昨日指，美國在事
件上沒有任何角色，又認為事
件涉很多未知數及猜測性，各
方不應胡亂揣測，更不應將揣
測當成結論。
在香港出席研討會的全國港

澳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法學
院教授陳端洪認為，事件的事
實並不清楚，現時被定性為
「失蹤」就屬於警方負責的範
圍。他坦言，香港媒體在這問
題上是同時承擔了三個角色：
包括偵探福爾摩斯、檢控官及
審判人員，一方面猜想推測，
一方面指控，又同時審判。但
他認為，有關李波等人的去向
應先查清楚，才去指控及審
判，「關於李波這個事件，一
方面在做這個『福爾摩斯』在
猜想推測，警察的問題先解決
了，事實查清楚了，才是指
控，才是審判。」

胡亂揣測招致滿城風雨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廼

強批評，聲稱李波「失蹤」事
件令人感到「不安」的美國國
務院，在這宗事件上沒有任何
角色。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李波的現況，有人胡亂揣測，
招致滿城風雨，是不負責任的
行為。
中國法學會理事馬恩國相
信，李波「失蹤」事件背後問
題複雜，不排除他是受內地政
治勢力利用，從而搞亂和顛覆
內地政治制度，而內地刑法列
明，犯罪結果在內地，就會被
視為境內犯罪，但認為中央政
府不會因為一個李波，就隨便
派內地公安冒着犯法的危險，
到香港跨境執法。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堯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指出，是次事件仍有很多未知數
及猜測性，社會不應將揣測當成結論，
「事件仍有很多問號。香港有失蹤人
口，執法部門定會非常緊張。大家都毋
須將揣測當成結論，對事件沒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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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松籲反思教育投入比率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社會近年被激進反對派弄得烏煙瘴
氣，加上「港獨」、「本土」思潮抬
頭，情況令人擔憂。全國港澳研究會
理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昨
日來港出席香港基本法講座時表示，
「港獨」是病態的「本土主義」，需
要社會警惕。但他認為，不必過於擔
憂香港的反對派，因相信他們不能一
派獨大，也不可真正顛覆國家，成不
了大事，而是應包容他們，讓香港政
治制度好好發展，為國家未來發揮作
用。
陳端洪昨日出席由「大中華青年在

線」舉行、題為「一國兩制與香港的
治理」的香港基本法講座時指出，近年興起的所謂「本土」思
潮本無太大問題，「『本土』主義是重要，就是民族主義，你
們特首梁振英也曾寫書《家是香港》，也是『本土』主義。但
香港的『本土』主義應是愛國愛港，這既是『本土』主義，也
是愛國主義。」
他認為，大家應清楚區分健康和病態的「本土」主義，病態
的「本土」主義就是「港獨」，是值得關注及警惕，社會未來
應尋求解決「經濟向北，民心厭中」的「港獨」傾向問題。

不必過於擔憂反對派 應有包容
陳端洪認為，香港無論是建制或反對派均不能一派獨大，故
大家都不必過於擔憂香港的反對派，而是應能包容他們，「反
對派的強項是意識形態，但他們不可能真正顛覆中央，香港反
對派成不了大事，搞『港獨』也搞不了，不可能成大事。所以
不用特別擔心，應有包容，否則怎能擔當天下。」
他又強調，香港社會政治問題不應與法律混為一談，「政治
應歸政治，法律歸法律」，社會千萬不應顛覆觸碰香港的法律

制度，因為法院倘失去其獨立性，就沒有法治。
陳端洪強調，縱使現在香港部分政治團體把對峙誤解成敵對，要鬥

至你死我活，造成香港現在撕裂的局面，並相信香港政治會繼續罵，
甚至會鬧得更兇，但他強調倘仍有法治，不論政治怎樣「鬧來鬧
去」，社會都不會紛亂，人民也可以安居樂業。
但他也指出，香港法院不應自我擴張到政治層面，要謙讓和「抑制
自己」，盡量迴避政治話題，因倘主動介入政治話題，只會激發雙方
政治情緒，屆時香港法院既得不到好處，也會令整個香港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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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在
教育講座中演講時說自己「重
出江湖」，即時勾起在場人士
的無限「遐想」。他其後笑着

解釋指，自從參加2000年香港教育改革工作
以來，這是自己離開教育界十幾年後，「重
出江湖」研究教育政策。他在會後被記者追
問是否有意參選特首，梁錦松笑言「無計
劃」，又表示現在只希望「埋頭埋腦做自己
鍾意做的事，就是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談「重出江湖」：
無計劃選特首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失
蹤」事件再有新發展，其妻
子接獲一段李波的視頻。李
波在視頻中表示，他返回內

地是他個人行為，目的是要解決一些個人
事情，與他人無關，不明為何有人將之大
造文章，令他和家人承受很大的壓力。他
期望外界不要再大造文章，才是真正關心
他的行為。

事實上，李波早前已經傳真一封親筆信
予太太，形容「我目前情況很好，一切正
常」，又指自己「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
了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太太
在丈夫「報平安」後已向警方銷案。不
過，各反對派政黨，包括民主黨、公民

黨、社民連、「人民力量」、「新民主同
盟」等，不斷大搞遊行示威，矛頭仍然指
向中央政府，繼續散播「公安跨境拘捕李
波」等不實的謠言。

罔顧事實 令人齒冷
說到底，李波事件有不少未解之問題，

從兩次報平安，反映李波面對私人事務的
可能性十分大，涉及他和他的家人的私
隱，但反對派中人繼續炒作事件，不但罔
顧事實，無視李波的私隱和人權，更惟恐
天下不亂，通過不實言論在社會散播恐
慌，所作所為實令人齒冷，也令人認清楚
香港反對派為了政治目的如何不擇手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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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亂港 炒作播恐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銅
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在報稱「失蹤」後
數天，傳真親筆信予妻子及「陳生」，
之後有報道指「陳生」是書店的新老
闆。昨日先後再有傳媒報道稱，該名
「陳生」從事黃色事業，是佐敦一間大
型桑拿的董事及大股東，受有「內地軍
方背景」的富豪所託，與李波簽訂僅取
書店四分一利潤，並為虧蝕「包底」的
書店頂讓合約，其身份及頂手動機撲朔
迷離。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稱，該名「陳

生」約三四十歲，並非文化界行家，而
是佐敦某大型桑拿董事。上年11月初，
「陳生」找素未謀面的李波，說受一富
豪所託想頂下書店，讓李波開條件，李
波提出由陳承擔書店每月3.9萬元租
金，另外賣書收益李佔四分三，陳拿四
分之一，陳一口答應。據指，陳是一名

「內地老闆」的代理人。

賺可取25%利潤 蝕要包底
網媒《端傳媒》也引述「知情者」

稱，「陳生」是香港人，「從事黃色
事業」，又引述一書店店員指，「如
果書店賺錢，他（『陳生』）取四分
一利潤，而蝕錢的話，就由他包
底」。該店員又指，「陳生」接手書
店後，派了一名鄧姓女子處理書店運
作，「陳生」一星期會到書店一兩
次，「但每次我問他拿手提電話以便
聯絡，他都不給。我問鄧小姐，她也
說不知道。後來，陳先生說會給我名
片，最後也沒給。」
《明報》昨日則報道指，「陳生」據

悉是佐敦一間大型桑拿的董事及大股
東，曾持有一間通訊公司，但該通訊公
司已解散。

「銅鑼灣書店」新老闆 傳開「邪骨」桑拿

李波太太蔡嘉蘋早前報稱丈夫「失
蹤」，其後接獲李波傳真到書店的親

筆信。李波在信中形容自己「情況很好，
一切正常」，又解釋「我急需處理有關問
題，不能讓外界知道，已採取了自己的方
式返回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可能需
要一段時間」。李波太太證實信中為其丈
夫筆跡並到警署銷案。

反對派續炒作 發起遊行告洋狀
不過，各反對派政黨繼續炒作事件，散播
「內地公安跨境拘捕李波」的謠言。香港
「支聯會」今日更發起遊行，以「抗議政治
綁架，捍衛『一國兩制』，要求立即釋放銅
鑼灣書店5人」為口號，由特區政府總部遊
行至中聯辦，又稱計劃向聯合國「強迫失蹤
問 題 委 員 會 （CED， Committee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申訴。

返內地解決個人事情 與他人無關
不過，所謂「失蹤」事件再有新發展。
《星島日報》昨晚的即時新聞報道指，蔡
嘉蘋周六收到李波報稱「失蹤」後首次露
面的視頻片段。據報，李波在片段中坐在
一張沙發上，精神飽滿、情緒平靜地面向
鏡頭獨白。
李波在片段中表示，返回內地是他的個
人行為，目的是要解決一些個人事情，與
他人無關，不明白為何有人借此事大造文

章，又指事件令他和家人面對沉重的壓
力，自己也感到心力交瘁，不希望有人繼
續借事件大造文章，這才是真正關心他的
行為。

李太收親筆簽名信 內容相若
蔡嘉蘋同時收到一封附有李波簽名的親

筆信，內容與視頻的內容相近。他在信中
說，「我注意到，最近香港有些人士，因
為我的事要組織遊行，對此我十分困惑和
不解。我已一再說過，這次回內地完全是
我的個人行為，是為了解（決）一些個人
事情，與他人無關。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
人為了這件事大造文章。」

冀尊重選擇和私隱
李波在信中續指，「不管你們出於什麼

目的，妄想從中得到什麼利益，你們的行
為已經嚴重干擾了我和我家人的日常生
活，使我們遭到很大壓力，心力交瘁。這
樣的氛圍下，我還怎麼回香港？拜託各
位，多點為我和我的家人着想，尊重我的
選擇和私隱，不要再在這件事上做（造）
文章了。這才是對我最大的關愛。」
蔡嘉蘋向該報表示，一直擔心李波安

危，現在得知丈夫安然無恙精神不錯，才
感到稍為安心。她指李波是一家之主，對
家人而言非常重要，希望丈夫能盡快回
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鍾立）「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李波報

稱「失蹤」後，其妻蔡嘉蘋已在本月4日收到李波傳真的親筆「報平安」

信件，並於同日銷案，然而事件仍被反對派政黨炒作。昨晚有報道指，

蔡嘉蘋收到李波的視頻和親筆信。李波指，返回內地是他的個人行為和

選擇，不明白何以有人為此而大造文章，「不管你們出於什麼目的，妄

想從中得到什麼利益，你們的行為已經嚴重干擾了我和我家人的日常生

活，使我們遭到很大壓力，心力交瘁。」他希望各界尊重他的選擇和私

隱，不要再在這件事上造文章，「這才是對我最大的關愛。」

■陳端洪表示，「港
獨」是病態的「本土
主義」，需要社會警
惕。 莫雪芝 攝

■梁錦松表示，香港十幾年來的教育投入僅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的3%多一點，低於不少發達國家及地區5%的比率，社
會應當反思。 黃偉邦 攝

■李波在視頻中表示，他返回內地是他的個人行為，目的是要解決一些個人事
情，與他人無關，不明為何有人將之大造文章。他期望，外界不要再大造文
章，才是真正關心他的行為。圖為反對派為此事發起的示威遊行。 資料圖片

■馬恩國（右一）相信內地公安不會到香港跨境執法，劉廼強（右二）表示美國
在事件上沒有任何角色。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