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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推行國民教育 激進對抗損害香港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特區政府積極回應社會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關注，廣納意見，採取措施，誠意十足，各界
應給予政府空間推行政策。推行國民教育不僅是國際慣例，而且特別適合經歷了長期殖民統治
後回歸祖國的香港。中國國勢日強以及香港社會能夠意識到香港的發展跟國家的發展緊扣在一
起，是香港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礎。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密切的經濟和人文關係，實際上已極大
地推進了香港的國民教育。某些人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反對國民教育，違背歷史潮流。身為教
師團體的教協，竟然煽動罷課，進行選舉炒作，威逼特區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太過極端，教
壞學生，惹人反感。
為了釋除家長對國民教育的「洗腦」疑慮，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日前宣布成立有廣泛代表性的「開展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邀請家長、老師等各界參與，監
察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推行；特首梁振英亦提出將參考教
材上網，讓公眾監督當中內容；此外，教育局由今日起
更分別向18區家長詳細解釋課程指引內容。政府已廣納
意見，誠意十足，各界應給予政府空間推行政策。教協
更不應以煽動罷課的極端方式，威逼政府撤回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

罷課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學業
全港有500多間小學和34萬多小學生，還有459間中學
和近47萬中學生， 教協煽動罷課，會影響80多萬中小
學生的學業。眾所周知，學生中斷學業，會影響學生的
學習成績、學習情緒和學業的連續性，這不是事後靠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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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可以彌補的。有教育界人士形容，學生特別是小學生
猶如稚嫩的芽，任何不良的外來影響，都可能影響他們
的成長。其實，罷課對學生的不良影響，不僅在於中斷
學業，而且在於教協少數人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取政治
私利，會對學生的心智產生不良影響，使純潔的學生無
辜被裹挾進政治謀算的漩渦中。作為教師團體，教協不
應把數十萬學生的健康成長，拿來做選舉操作的犧牲
品。
教協領導層內的少數人煽動罷課，這種極端手段與
香港社會主流價值格格不入。香港社會奉行理性、持
平、溫和的主流價值觀。作為教師，理應擁有高尚的
專業操守，視教學為神聖工作，以學生學業為本，故
絕不輕言罷課。事實上，香港教育史上的罷課事件寥
寥可數，就算近年教育界經歷教育改革、殺校潮、基
準試及爭取小班教學不果，都沒有出現罷課。教協少

反對國民教育悖逆普世價值
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慣例來看，國民教育是一種集
體認同過程，是關乎如何在屬於同一國家的群體中，
建立一種「我們」的意識。回歸15年來，身份認同一
直是港人面臨的深層次文化問題。推行國民教育不僅
是國際慣例，而且特別適合經歷了長期殖民統治後回
歸祖國的香港。中國國勢日強以及香港社會能夠意識
到香港的發展跟國家的發展緊扣在一起，是香港國民
教育最重要的基礎。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密切的經濟和
人文關係，實際上已極大地推進了香港的國民教育，
某些人將國民教育妖魔化，反對國民教育，違背歷史
潮流。
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世界各國都普遍推行國民教
育，不論歷史悠久還是短暫，政治制度和國體如何，幾
乎每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教育，都把對學生的愛國主義
教育和民族精神培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例如，美國就
是一個非常重視國民教育的國家，美國許多中小學校每
天都有升國旗、奏國歌儀式；法國的國民教育偏重法蘭
西民族優秀傳統，突出法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光輝業績，
培養作為法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其他如日
本、韓國、新加坡、俄羅斯等國的國民教育，無不以不
同的方式強調青少年應有愛國情操和民族自豪感。某些

《齊心為民》面世
新班子剖白心路
為展現新政府新氣象，特首梁振英聯同問責團隊，在履新「滿月」時刻，在特首

辦網站上載名為《齊心一意為市民》的小冊子，以非官式的筆觸向市民「剖白」20
名官員的生活點滴、童年往事，以至鮮為人知的秘密。其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以感動經歷展現「好打得」背後的感性，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分享「尊重別人，謙卑
待人」的官場精神，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細訴那些年的「叉燒飯歲月」，期望港人以
小冊子為起點，不斷加深對官員的認識，大家在同一天空下齊心並肩攜手，為美好
未來打拚。

梁振英網誌撰文介紹
由梁振英與一眾問責團隊官員精心炮製的《齊心一
意為市民》小冊子，昨日隆重面世，當中記載 3名
司長及17名主要官員的人物側寫。梁振英昨日上載題
為「團隊」的網誌，親自介紹小冊子的由來，坦言
「以民為本」是他的信念、做個親民特首是他的宗
旨，為此過去一個月與各司局長分別走訪全港18區，
直接掌握民情、建立互信，期望大家以小冊子為起
點，繼續提點及監督政府工作。

強調「齊心」不只口號
當日以「齊心．一意．撐香港」作為競選口號的
梁振英，親為小冊子撰寫序言，強調「齊心」不只

是口號，更是有效施政的必要條件，期望這本小書
中的人生小故事，讓大家多了解各主要官員，「大
家也許會在這小冊子中發現自己的身影；這些官員
的確和大家一樣，都經歷過香港的起伏，都是在同
一個獅子山下成長，有 和大家一樣的喜怒哀樂，
有香港人共同的特點：有心、有力、愛香港」
。

「硬淨」林鄭有感動時
外號「硬淨、高效」的林鄭月娥，在小冊子中首
度披露始於求學時期為公眾服務的人生路，並分享
其公務生涯中最深刻的感動經歷。她透露，當年出
任庫務局副局長，細閱一份關於一名入境事務助理
員，在械劫案中協助警方捉賊時不幸中槍身亡的文
件後，令她不禁落淚，更被其家人將籌募所得的10

多部門一哥分享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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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為政治私利煽動罷課，完全違背一個教師團體應
有的道德和操守。

新屆政府團隊除了為人熟悉的「3司12局」
外，形象硬朗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廉政專員
白韞六、審計署署長孫德基、海關關長張雲
正、入境事務處處長陳國基，亦在小冊子中鮮
有開腔，打開心扉向港人細訴各自的寶貴人生
閱歷，以及分享受用一生的人生智慧。

曾偉雄當義教悟助人道理

向來予人威嚴感覺的曾偉雄坦言，當初深信草根
也能助人改變命運，並決定加入警隊以協助社群追
求更美好生活為己任，感謝無淵博學識的父母，給
予他最寶貴並受用一生的人生智慧。他續指，當年
在夜校當義務老師教授漁民子弟英文，更不斷鼓勵
這些僅較他年輕三幾歲的孩子，不要放棄學習，漸
漸明白自己雖然出身草根，也能夠幫助別人改變命
運；畢業後決定加入警隊，直接為社會大眾服務。

多萬元全數捐予公益金的高尚情操深受感動，二話
不說立刻批准保安局的建議，由庫房撥出特惠金表
揚該名員工。

財爺「武德」待人導人
「財爺」曾俊華就親自剖析「尊重別人，謙卑待
人」的人生道理。他坦言，10歲開始學功夫，明白
到人生無必勝的仗，而武德的精髓則在於捱打的刻
苦、時刻保持求勝的心、擁有包容勝敗的胸襟氣
度，深信這個道理放諸四海皆準。曾俊華多年的官
場生涯正是堅守武德的精神，尊重不同意見，勇於
接受批評，即使捱打也不怕；做教練，教導青少年
劍術，曾俊華從不罵徒弟，尊重不同學生的看法。

「草根」陳茂波分享互助
至於新任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有粉墨登場，形
容從小住在木屋區、生活坎坷，既吃過救濟飯，亦
經歷過無數次火災，更曾經被人助養，其後的蒙福
蒙恩，令他永不言棄，堅持做人要分享和互助，尤
其要關愛扶持弱勢的一群，並時刻警惕自己，只要
有機會就要毫不吝嗇去幫助別人。他續指，踏入人
生的下半場，本身是基督徒的他，願望是以服務社
會為生活的主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白韞六不怕吃虧多做多得
以「人別怕吃虧」為處事原則的白韞六說，父親
從小教導他別怕吃虧，有時候吃虧反倒讓人有所得
，及後加入入境事務處後，他終於體會到箇中道
理。當年受訓後被派駐羅湖管制站不足一年，日子
不長卻相當辛苦，當年正值內地開放，人流驟增，
加上仍實行抵壘政策令偷渡者不絕，白韞六緊記父
親教誨，深信工作多「是得不是失」
，「你有機會看
多一點、學多一點、知多一點，到頭來反倒可能佔
了便宜」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二房東認 房 陳茂波妻促收回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傳媒日前報道 是兩年前透過一名老翁向景捷以月租4,600元租回 分分租或部分轉租。「為釋除公眾疑慮，我已要求
指，由陳茂波妻子許步明出任董事及持有股份的 來，間作數間房出租，業主完全不知情。至於「景 『景捷發展有限公司』在收回該兩個單位後，盡快將
「景捷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兩個唐樓物業，被發現 捷」持有的大角咀海興大廈一個單位亦是由他改成3 所有可能違規的情況妥善處理。」若其他股東不同
涉嫌改裝 房牟利。屋宇署人員昨日下午曾到有關 間房租給他人。胡浩賢在上海街的單位內接受傳媒 意有關做法，她會全數售出她的股權。
單位巡查，但無人應門；有傳媒昨日找到自稱是該 訪問指，「入面3個房係我間 ，做咩都好，都要有
前售單位繳足稅款
兩個單位二房東的胡浩賢，他指該單位是自己租 責任，唔關人事就唔關人事」
，又表明自己不認識陳
至於「景捷發展」於2010年售出的海安樓7D單
來，再 開單位出租，業主完全不知情。而許步明 茂波，自己亦絕對不是要幫陳茂波，「我係信教
位，許步明表示，出售有關單位的搬遷費和樓價均
於昨晚發出聲明，指上月已辭去「景捷發展」董事
，無論點發誓都無問題」
。
有向政府報稅，不存在避稅或逃稅行為，至於買方
一職，又指有關單位的租約訂明只限於承租人居
陳太
：
佔少股不管事
如何繳付印花稅，「景捷發展」並不知情。
住，她亦已要求「景捷發展」在收回該兩個單位
許步明昨日晚上就事件發表聲明，解釋自己確是
後，盡快妥善處理所有可能違規情況。
屋署不上報以避嫌
昨有傳媒報道，「景捷發展」現時持有位於大角 「景捷發展」股東之一，但沒有控制性股權，亦不負
陳茂波昨晚亦發表聲明，指由於有關個案涉及他
咀福澤街32號海興大樓4樓A4室，以及佐敦上海街 責日常運作，租務事宜由另一家族股東打理。陳茂
136號4樓兩個唐樓單位。其中，大角咀海興大樓的 波知悉她家族的有關物業投資，但不知道租務詳 的家人，屋宇署並不會向他匯報他們就有關個案的
工作，「屋宇署作為執法部門，負責調查及執法工
單位被改建成3間 房出租，而佐敦上海街單位則改 情。
。
就兩個被改成 房的單位，她指出，兩個單位是 作，局方一向也不會作出任何指示」
成5間 房出租。
他又解釋，「景捷發展」在成立初期，他曾出任
租予同一名租客，租約已於上月屆滿，公司亦不會
二房東：業主不知情
與該租客續約。而該租客承租時聲稱，其父自內地 公司董事，但早在1997年10月已辭任。經傳媒的查
有傳媒昨日於佐敦上海街的有關單位找到自稱是 來港，故在承租一個單位後，再承租另一單位。不 詢，他已向妻子了解情況，相信妻子會妥善處理事
該單位二房東的胡浩賢，他表明，上海街這個單位 過，有關租約訂明，有關單位不得分租、轉租或部 件。

人反對國民教育，也
悖逆作為國際慣例的
國民教育的普世價
值。

回歸已15年是時
候推行國民教育
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更是十分重視國民教育。新加
坡政府認為，國民教育是一個心靈與智力並重的教育項
目，目的是讓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的各階段時間潛移默
化，以便在10到15年時間實現所有學生都能夠認識新加
坡，認同新加坡的發展目標。為讓每名新加坡人全面徹
底了解新加坡國土狹小、自然資源奇缺和多元文化的國
情，進而培養為國獻身精神，新加坡教育部明確提出，
致力培養自信的、自主的、積極的和有愛心的公民，特
別強調注重「愛國」
、「自信」等價值品質的培養，並
對小學、中學、大專（高等教育）的學生提出了不同層
次的要求。新加坡每年都要開展一次「國家意識周」活
動，來凝聚國民的國家意識。新加坡從一個人多地少、
資源匱乏、政治動盪、經濟畸形、種族紛爭、滿目瘡痍
的島國，迅速崛起於東南亞，成為新興的現代化發達國
家，國民教育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與新加坡相對照，
香港已回歸15年，醞釀國民教育用了10年，諮詢跨越了
2年，之後還有3年的開展期，是時候在廣納意見的基礎
上推行國民教育。

■林鄭月娥與張建宗及幾位行會和扶貧委成員，昨日參
觀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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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昨日聯同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羅范椒芬、
張志剛和陳智思，及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
成員方敏生和鄭家純到訪天水圍，了解區
內居民和弱勢社群的生活情況。林鄭月娥
在總結半天訪問時表示，正如行政長官梁
振英經常強調「民生無小事」
，她承諾新問
責團隊會在制訂和落實政策時，認真研究
市民意見，務求使公共服務更為到位。
林鄭月娥一行人士首先視察勞工處「就
業一站」的一站式就業及培訓中心，並在
中心招聘日活動中與僱主代表傾談，了解
招聘情況；又與服務使用者會面交流，了
解他們在求職時面對的困難、全面支援服
務所帶來的幫助，以及現時的工作和求職
情況。該中心是以先導形式運作，透過協
調和加強勞工處、社會福利署和僱員再培
訓局的工作，向求職人士提供全面的求
職、培訓和轉介支援服務。

了解地區民生服務
隨後，林鄭月娥等前往香港國際社會服
務社營運的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與一班「四月天之劇社」的組員進行交
流，了解這班天水圍居民如何透過舞台表
演訓練，提升自信心及建立起彼此守望相
助的網絡。他們繼而到訪新生精神康復會
所辦的全港首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安泰軒」，參觀中心的一站式社區支援及
康復服務，以及中心如何藉 烹飪和藝術
等不同元素推廣精神健康和社區共融；又
在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的陪同下，視
察區內小販擺賣地點和房屋委員會轄下天
恩 的街市，了解區內居民的購物情況。

曾德成探院舍長者
另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下午
訪問深水 ，他先到嗇色園可健耆英地區
中心，探望使用中心內服務的長者，其後
到訪東華三院「善膳堂」食物援助服務中
心，了解區內經濟困難人士對有關服務的
需求，並到元州 訪問了一家新入伙的公
屋住戶。曾德成強調，香港多個志願團體
在社區裡提供適切的服務援助貧困和弱勢
人士，地區上亦有很多人參與義工服務，
發揚關愛精神，政府十分重視各善團和義
工對社會的貢獻。

副局長任命快將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傳媒報道現任警務處副處
長李家超將提早退休，以出任保安局副局長職位。保安局局
長黎棟國昨日回應稱，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副局長已經陸續公
開招聘，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已委任委員會負責處理副局長招
聘事宜，期間有不少有志服務新屆特區政府人士公開應徵，
現時招聘中的面試部分亦已順利完成，相信在行政長官對副
局長人選作出決定後，會向公眾適時公布，市民無需執 於
一兩天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