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16歲小將葉詩文分別在奧運會女子400
米個人混合泳及200米個人混合泳摘金，打破
了奧運會紀錄，震驚世界，也令一些對中國存
在偏見，認為中國運動員不可能取得游泳佳績
的西方傳媒大跌眼鏡。事後英國廣播公司

（BBC）女主持鮑爾丁以及一些英美教練提出
了各種捕風捉影的質疑，暗示葉詩文取得佳績
是由於「服食禁藥」。這些指控相當嚴重，關
係到運動員及國家的聲譽，部分傳媒沒有證據
之下對中國運動員作出如此指控，已經涉及種
族歧視，理應受到譴責。而《蘋果日報》不但
未有持平報道，反而附和西方媒體歧視中國的
言論，污衊中國健兒，暴露其「洋聲筒」的奴
性，為了政治需要連基本民族氣節都不顧。

言論涉及歧視《蘋果》煽風點火
事實上，7月31日英國奧委會主席科林莫尼

漢勳爵已明確表示，葉詩文通過了世界反興奮
劑機構的藥物檢測，莫尼漢指「她是清白的，
這就是現在我們的結論，她的才能應該得到認
可。」不但還了葉詩文一個清白，更給所有歧
視中國健兒的傳媒摑了響亮的一記耳光，就連
曾代表英國隊出戰北京奧運會的英國游泳名將
托馬斯哈菲爾德，也對這些無理質疑看不過
眼，認為指控「非常不公平」。至此，事件已
經非常清楚，葉詩文的成功在於艱苦及科學化
的訓練，靠個人天分和後天勤奮，成功突破了
亞洲人體質的局限，絕非西方傳媒暗示的是靠
禁藥。況且，西方國家選手過去亦屢被揭發服
食禁藥，是否他們取得佳績都合該受到質疑和
抹黑？正如葉詩文在記者會上說：「為什麼其
他國家的選手拿到那麼多冠軍，人們不去質
疑，我拿了，怎麼這麼多懷疑？」對於西方這
種歧視性的言論，任何負責任的媒體理應直斥
其非，以正視聽。

然而，《蘋果日報》卻在昨日的報道中，繼
續污衊歧視中國健兒，大字標題指「葉詩文

『快得瘋狂像超人』」，在標題上引用一名前美
國泳手對葉詩文的無理質疑，誤導讀者以為葉
的奪冠內有文章，以配合西方傳媒炒作。在同
一版中又顯著標出「泳壇名將齊質疑服禁藥奪
金」，內文指「葉詩文遭各方質疑比賽前可能

服食禁藥，令表現突飛猛進，與中國泳手過往前科纍纍不
無關係。」《蘋果日報》引用的全都是單方面的偏頗意
見，相反對於奧委會官員的澄清、對於多名國際級泳手的
據理發言、對於葉詩文堅定的否認，《蘋果日報》卻是一
字不錄，目的是要製造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假象，陷葉
詩文於不義。《蘋果日報》的編採方針完全是針對中國選
手，敵視中國健兒取得的佳績，這種論調在部分西方傳媒
上出現並不出奇，但《蘋果日報》卻是一份香港報紙，理
應有中國人的情感，對國家健兒取得佳績感到鼓舞，怎會
如此敵視國家健兒得獎，《蘋果日報》還有一點中國人的
氣味嗎？

敵視國家健兒沒有中國人氣味
將體育比賽政治化，以達到政治上的需要，一直是西方

媒體優而為之的伎倆，而《蘋果日報》也一直擔當西方媒
體「洋聲筒」的角色，在輿論上配合西方圍堵中國的圖
謀。記得在上屆北京奧運期間，《蘋果日報》也沒有停止
過配合西方傳媒抹黑中國健兒，奪金者要不就是服食禁
藥、要不就是訓練慘無人道。現在西方正加緊對中國的壓
迫，《蘋果日報》自然要更加賣力，所以要千方百計阻止
國民教育；要挑撥兩地民眾關係；要大力拉抬反對派選
情，令反對派能夠阻礙政府施政，延誤各項社會矛盾的解
決，激發更大的民怨，給中國製造麻煩。在這樣的形勢
下，《蘋果日報》自然不會讚揚中國健兒的超卓表現，不
會肯定國家在體育發展上的成就，在報道上大力煽動所謂

「禁藥論」，就是要抹殺中國健兒的努力，完全是為了政治
服務。

《蘋果日報》在奧運上的編採風格，凸顯其對於中國陰
暗、畸形的敵視心理，也盡顯其唯西方是從的「洋聲筒」
奴性，以西方的一套扭曲價值轉植到市民腦中。看來，真
正進行洗腦的正是《蘋果日報》及反對派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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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北京下了一場
特大暴雨，這場暴雨竟然奪

走77條生命，受災人數達百萬之眾，北京市領導層
備受壓力，網上是一片罵聲，北京市的排水系統落
後過時的問題在這場特大暴雨之下顯露出來。

北京暴雨之後的兩天，香港也面對一場特大的颱
風，香港天文台掛上10號風球，這是十多年來的首
次。香港這場風也來得突然，10號風球的前一天，
仍只掛1號風球，衛星圖顯示風眼已在香港的西南方
向吹，看來已逐漸遠離香港，沒想到後來卻轉個
彎，風眼直撲香港。

10號風球是屬於非常非常強的颱風，不過，香港
基本上安然度過，只有少量的輕傷報告，財物損失
也很低，這與北京恰好形成一個強大的對比。

香港之所以能安然地度過這場10號風球的颱風，

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特區政府早已累積了多年應付
颱風的經驗，同時，在過去的十多年，也已投入大
量的資金來改善城市的排水系統。往往颱風之後就
是一場暴雨。多年前，香港也一樣在每一次的颱
風、暴雨之後出現各種災難，大者是山泥傾瀉，造
成巨大傷亡，小者是水淹家園、商舖，造成財物損
失；現在，不論是颱風、暴雨，不論是人命傷亡或
是財物損失都已達到極低的水平，這的確是香港政
府在過去好多年累積下來的功績，的確應該加以表
揚。可是，香港主流傳媒向來卻報憂不報喜，對默
默耕耘，大大減輕颱風、暴雨等天災所帶來的災難
的事提也不提；香港的政治人物，不論是反對派或
是建制派，對特區政府在過去多年來改善香港的危
險山坡、排水系統的功績也一樣提也不提，導致人
人都認為一場颱風過後而沒有嚴重傷亡及財物損失

是理所當然，忘記了多年前香港面對同樣天災時的
慘痛經驗，不論是建制派或是反對派的議會候選人
都以為只有批評政府才能爭取到選票，但是，事實
不一定如此。

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政府，在應付天災時的反應和預
防都是從經驗中學習，北京7．21特大暴雨造成嚴重
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因為北京
很少出現這麼大的暴雨，政府缺乏經驗、老百姓也缺
乏經驗。北京是中國首都，這場暴雨已引起全國各地
方政府重視，相信全國各地都會吸取北京暴雨的經驗
而改善當地的排水系統。今日香港的排水系統、防止
危險斜坡的經驗相信是很值得全國各地學習，我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主動向全國各地方政府發出邀請，讓各
地方政府派出專家團來香港考察、學習，同時也好好
地對內對外宣傳，好事是應該宣揚的。

香港防災經驗值得北京參考

華人華僑具有愛國的傳統。他們與祖國血脈相連，多年身
處海外也不忘大力推行華文華語教育，弘揚愛國教育。陳嘉
庚、余佩皋等知名華僑領袖出錢出力、竭盡所能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國各地創辦華文學校，向莘莘
華人子弟傳授中國文化和倫理觀念，強化他們對中華民族的
認同和感情，僑居海外的廣東人、福建人都認同自己是中國
人，要不受壓迫、不被歧視，祖國的強大是最根本的保證。

華僑不遺餘力弘揚愛國教育
海外華人華僑高度關注國家的發展，他們在民族和祖國

處於危難的時候，總是義不容辭地伸出援手。新中國成立
伊始，不少海外華僑社區就率先掛起五星紅旗，以示對新
中國的堅定支持；為了使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國家盡快
走向富強，海外華人華僑不顧列強封鎖，或堅持與祖國進
行貿易，緩解大陸物資匱乏的局面，或憑借自己的智慧，
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毅然回國效力；在改革開放時
期，海外華僑踴躍回國回鄉投資建設，幫助祖國迅速走向
發展軌道，逐漸在世界舞台發揮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已
然在世界東方崛起。最感興奮和自豪的，當然是世界各地
的華人華僑。京奧成功、神舟系列飛船升空，更讓全球華
人華僑揚眉吐氣。面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國家一
些心懷偏見的政客和媒體，不顧事實，百般挑剔，引起廣
大華人華僑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對於祖國發展過程中
出現的一些挫折，華人華僑保持理性客觀的態度來分析，
沒有因此而全盤否定國家繁榮富強、人民生活改善的偉大
成就。在關乎祖國榮譽和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華人華僑
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情懷。華僑的愛國教育對香港的國民

教育有啟發意義。

香港特別需要推行國民教育
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來，不僅沒有停止過實施殖民奴化

教育，而且阻止推行愛國教育。1951年，港英公佈的《菲莎
報告書》赤裸裸地寫道：「鑒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香港
政府應把握一種義務和一個機會，以便向香港學生提供一些
基本教育，包括一些基督教知識以及英國人的理想和習
俗」。港英當局根據該報告書提出的基本政策，於1952年大
幅度修改教育條例和教育則例，禁止學校舉行「政治活
動」，實際上是要遏制學校的愛國教育，強化殖民奴化教
育。有愛國學校教育青少年愛國，反對殖民統治和帝國主
義，因此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壓和非難，1958年有一位愛國學
校校長杜伯奎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由此產生的香港與祖國
母體隔離的觀念意識，阻礙香港的人心回歸，影響深遠。因
此，在香港開設國民教育，幫助青少年了解國家的發展，增
強港人的國民身份和民族認同，更顯得迫切和重要。

然而，香港的反對派竟然指國民教育是洗腦，根本是罔
顧事實、別有用心，更與世界的大潮背道而馳。遍觀當今
世界，重視國民教育已成為國際慣例。德國政治學者克洛
訥貝格指出：「今天的『愛國主義』是有其歷史背景和原
因的：它是來自人民對國家的一種開放和理性的態度，並
已獲得政界和社會的普遍認同。『愛國主義』代表的是一
種價值觀，一種超越國界的社會價值。無論平民、從政
者，還是軍人，都應具有愛國心。」香港開設國民教育，
其核心是對學生進行國情及公民身分教育，回答「我是
誰」、「香港是誰」、「中國是誰」等問題，而非向港人灌
輸向中央效忠的思想。再者，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

國民教育屬於香港的
內 部 事 務 ， 教 材 撰
寫、課程進度完全由
香港自己掌握，教育
討論的空間有高度的
自由，借「洗腦論」
反對國民教育，是完
全站不住腳的。

煽動罷課不可理喻
香港回歸已十五年，與內地交流愈來愈密切，港人越發

認識到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密不可分，未來香港只有與內
地更快、更全面地融合，才能在經濟、文化、社會層面進
入新的局面。推行國民教育，能夠使香港的青少年更好地
了解國情，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從中獲得自身的發展。
身份認同一直是港人面臨的深層次文化問題。無論是從建
立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知，還是從激發港人的家國意識和
進取精神，抑或是為青少年擴闊發展空間，推行國民教育
都正當其時。

尤其令人憂慮的是，有團體出於謀取政治利益的考慮，
大肆進行政治炒作，不理學生、市民的福祉，竟然威脅發
動罷課，以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本港推行國民教育
理所當然，任何人對課程內容有意見，完全可以通過理性
溝通來解決。然而，作為全港最大教師組織的教協，為了
在立法會選舉期間製造議題，為反對派拉抬聲勢，不惜煽
動全港中小學罷課，將學童的利益作為爭取選舉的籌碼，
完全與本港理性溫和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必然會遭到家長
學生的反對和社會的批評。

人們常說，華僑最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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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愛國有啟示 港推國教正當時

教協7月30日晚召開常務會議，通過決

議決定，如果政府在新學年不撤回國民教

育科，就會於9月3日開學日罷課。教協少

數高層人士有關的威脅言論惹起社會各界

猛烈批評。政界人士普遍質疑教協因為臨

近立法會選舉，才去炒作國民教育議題，

令教育議題政治化；不少教育界人士更擔

心，作為教師團體的教協完全無視罷課會

影響學生的學業，更令年輕一代淪為政治

工具。為此，本人致教協理事常務會公開信，質疑教協豈可將中

小學生淪為政治工具。

教協是一個教師團體，應該首重師德。唐代文學家韓愈在《師說》中給
教師職業下的定義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就是說，「傳道」
是三大任務中的首要。而要向人傳道自己的道德就要高尚，這也是老師受
人尊敬的原因。教師是「為人師表」的神聖職業，其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
下一代的成長。因此。人們將教師視為「真正天國的代言者，真正天國的
引路人」（杜威），稱教師是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把教育界稱之為「最
後一片淨土」。

罷課是愛學生還是戕害學生？
師愛為魂，「師愛」是教師對學生無私的愛，它是師德的核心，即「師

魂」。從愛學生的角度講，就是教師要做學生的良師益友。但是，教協常務
會議決定煽動全港中小學罷課，完全違背師德，這是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
求政治私利。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會嚴重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的學業，
特別是涉及全港500多間小學和34萬多小學生。這些小學生心智尚未成熟，
將思想稚嫩的小學生擺上 ，對孩子們的心智是極大的戕害。罷課行動等
於給孩子一個資訊，「不喜歡就罷就鬧就反叛就亂來」，這無異於誘導孩子
們形成動輒反叛和搗亂的性格。這與一些父母帶同嬰兒參加「反對國民教
育遊行」，讓嬰兒在烈日當空、氣溫攝氏30多度的酷熱環境中暴曬、脫水、
接觸細菌，可以說是極其相似。試問教協理事常務會，你們的罷課決定，
是對學生無私的愛，還是對學生無情的戕害？

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豈可為範？
師德，是教師工作的精髓，可以用「師愛為魂，學高為師，身正為範」

概括其內涵。「身正為範」，是為人師表者最起碼的要求。想教學生如何正
派為人，教師應先從自己正派為人做起。但是，教協少數人以罷課為選舉
操作謀取政治私利，首先就其身不正，豈可為範？這是一種極其冷血和殘
酷的行徑，是要把數十萬學生和家長的利益，拿來做選舉操作的犧牲品。
教協原先參加立法會功能組別教育界選舉的人選是會長馮偉華，馮偉華當
時就聲稱要以反對國民教育為選舉主打，其後人選由馮偉華換為總幹事葉

建源，葉建源更加走火入魔，不僅在反國民教育遊行中上躥下跳，而且不
擇手段大肆煽動全港性罷課行動。葉建源以教協立法會功能組別教育界參
選人的身份參與遊行和煽動罷課，是赤裸裸的選舉造勢和操作。 這種行
徑，是要把數十萬學生和家長的利益，拿來做選舉操作的犧牲品。試問教
協理事常務會，您們的罷課決定，是否要對學生作出其身不正的惡劣示
範？

豈可對學生作出不講誠信的惡劣示範？
我國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曾經以言警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明代學者也有類似的表述：「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誠，不足以動。」
教育是一個以培養人、教育人為己任的特殊行業，說話算數，誠信為先，
是培養人的前提。但是，教協少數高層人士卻違反誠信原則，例如教協前
會長、現署理會長張文光，網上瘋傳他在2008年參選教育界立法會議席時
的政綱，其中一項政綱是「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並強調「加強國民
教育，學生應修讀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國家」。除了張文光，教協高層當
時幾乎都有同樣的言論。網民質疑現時張文光帶領教協與學生組織學民思
潮發動全港罷課，是為了贏取選票，講一套、做一套，因張文光已報名參
選九龍西；有網民更指張文光雖反對功能組別，卻多年來循功能組別議席
進入立法會。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的學規中有「朋友有信」、「言忠信，行
篤敬」等道德戒條；現代教育家陶行知也有「千教萬教，教人求真」的名
言。所有的教育家一脈相承，把誠信教育擺在育人的突出位置上。試問教
協理事常務會，署理會長張文光及一眾高層對國民教育出爾反爾的行為，
是否要對學生作出不講誠信的惡劣示範？

教協怎可反對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授業、解惑，須傾心血；傳道、育人，

應具愛心。教師的最大幸福，就是引導學生尋夢，把一群群孩子送往理想
的彼岸。「美國夢」（American Dream）源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時期，發展
於19世紀，是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奮鬥便能獲致更好生活的理
想，許多歐洲移民，都是抱持 「美國夢」理想前往美國的。「美國夢」
曾經吸引全世界的人前往美國「淘金」，但現在「中國夢」也初具雛形，如
今的中國像一個新大陸一樣，吸引越來越多世界各地的人到中國內地「淘
金」，從事各種職業。他們來到中國內地「淘金」，發現在內地得到發展的
機遇更多。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的經濟落後於美國，但
它對於未來的樂觀情緒、它的社會活力和它的愛國熱情遠超美國，「中國
夢」已取代了「美國夢」。目前在西方國家，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成
為中產和專業人士對下一代加強競爭力培養的新潮流。長遠來看，香港應
結合兩地融合推動國民教育。因為兩地融合已是大勢所趨，認識國情的一
個重要內容，就是認識在兩地融合過程中本港青少年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試問教協理事常務會，若是抱 對學生未來負責的態度，你們怎可反對學
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阻攔學生通過認識國家發展的機遇拓展自己的出
路？若是抱 對學生未來負責的態度，你們怎可反對和妖魔化國民教育？

以上問題，本人謹提出就教於教協理事常務會的各位方家，並願意與教
協理事常務會就國民教育涉及的更廣泛問題進行對話和辯論。

教協豈可將中小學生淪為政治工具？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主席

王紹爾 資深評論員

曾淵滄 博士

卓
偉

︽
蘋
果
日
報
︾
敵
視
中
國
健
兒
盡
顯
奴
性

多面體經政

——致教協理事常務會的公開信

■王紹爾

■姚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