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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教育急須撥亂反正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對國
家建設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頒
授 「共和國勳章」 和 「國家榮譽
稱號獎章」 。看到一眾模範人物
為國家作出的貢獻，以及國家在
新中國成立 70 年所取得的驚世成
就，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感到
自豪。可是反觀香港，本應充滿
國慶節日氣氛及 「黃金周」 旅客
的街道，卻因暴徒肆虐而變得冷
李秀恒
冷清清，商舖提早關門，鬧市變
成 「死城」 。
今次暴亂持續三個多月，除了有外國勢力滲透和政
客煽風點火之外，還因大批涉世未深的學生遭人鼓動
走到前線，以致亂局久久未能平息。因此，要止暴制
亂，首先學校方面應設法勿讓學生淪為亂港分子的
「馬前卒」 。長遠來說，筆者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
必須大力改革，撥亂反正，才能從根本糾正年輕人的
價值觀和國家觀念的問題。

商界
心聲

通識教育失敗
香港年輕人缺乏國家意識和正確的價值觀，全因長
期無法接觸到正確的歷史教育和與國家有關的資訊。
早在港英時期，當時的港英政府推行的是奴化教育，
有意不將中國近代史納入教科書，中史課程一般只講
到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為止，對於 1911 年辛亥革命以
後的歷史便沒提及，目的是要疏離港人與內地的關
係。
其實在回歸初期，已有人建議特區政府應一改港英
時期不教授中國近代史的做法，不僅要加入相關歷史
內容，更應把基本法也列入課程，讓年輕一代加深對
國家和香港歷史的認識，了解自己根在何處，知道自
己的未來發展並不局限於香港這彈丸之地，還有廣闊
的祖國大地。
可惜的是，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沒有聽取上述意
見，反而把中史從必修科中刪去，以通識科頂上，但
又不提供具體的教材，任由學校和老師自行設計。結
果，通識科便成為把中國 「妖魔化」 的最佳渠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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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了別有用心的人乘機不斷向學生們灌輸 「反共抗
中」 的意識。就連前特首董建華在上兩個月亦表示，
造成現時年輕人出問題的原因之一，是自己任內開始
推行的通識教育失敗。
筆者認為，教育界急須要做的，尤其身為校長或學
校管理層，一定要有 「獻身甘作萬矢的，十年以後當
思我」 的底氣，一方面要向學生灌輸正確的是非觀
念，制止他們參與違法暴力行為；另一方面亦應嚴肅
處理一些有問題的教師，以免誤人子弟。例如最近有
兩名教師在網上發表仇警言論，教育局在證實事件屬
實且有違指引後，卻只發譴責信警告，難免予人姑息
養奸，助長歪風之感。此外，教育局更要考慮將國民
教育和基本法內容列入必修課程，這不但可以加深學
生對國家和香港回歸前後歷史的認識，亦有助培養他
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感情。

學生被蒙蔽
其實，若年輕人可以放下偏見及錯誤的認知，相信
很容易便能發現，與香港這彈丸之地相比，960 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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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暴徒恍如納粹
這些描述對於香港人而言是何等的熟悉，其實類似
德國納粹黨衝鋒隊（Sturmabteilung）的文宣內容。納
粹時代的德國社會和當前的香港是如此詭異地相似，
或許到了將來，這些文字也會變成描述當前困擾香港
的社會動亂和暴力襲擊的歷史紀錄，成為歷史課本上
的一段節錄。納粹黨衝鋒隊因身穿褐色制服而被稱為
「褐衫隊」 ，他們運用威嚇、政治暴力、恐懼以及暴
力去推進納粹運動，幫助阿道夫‧希特勒向上爬，集
權力於一身。他們砸爛猶太人的商舖、燒毀猶太人的
住宅，如有任何人夠膽予以抵抗， 「褐衫隊」 就會野
蠻地毒打他們，甚至殺害他們。香港現時的情形與納
粹運動時期是何等相似，差別只在於 「黑衣人」 取代
了 「褐衫隊」 。
香港的示威抗爭者標榜自己的運動和平，尤其是面
對國際傳媒之時。然而，過去幾個月持續的暴力行動
已證明它跟和平沾不上邊。如今在香港，無辜的市民
如果夠膽去質疑這些嗜暴的蒙面懦夫，就會被無情的
暴徒用最沒有人性的方式毒打。如果暴徒認定某家店
舖與中國有任何關聯，他們就會傷害這些無辜的店
員，把店舖砸爛、搶劫店裏的商品——這與 20 世紀
30 年代德國 「褐衫隊」 的惡行何其相似！香港的黑衣
人還在店舖牆上胡亂塗鴉，大肆破壞公共設施，即使
是全球最佳、深受市民愛戴的港鐵，也遭到黑衣暴徒
的屢屢破壞。
幾個月來，香港勤懇而又勇敢的警隊不斷受到巨
大的壓力，實在令人痛心。從示威活動中受重傷的

人數很少這個事實上來看，我
們能看到警方是多麼的克制。
他們不顧自己的生命受到威
脅，勇敢地維護治安秩序，保
護生命財產。說句公道話，香
港警察太過謹慎、過於自制，
才讓暴徒不斷提升暴力。即使
如此，警察的家人還要受到恐
嚇，他們自己天天都要遭到暴
徒侮辱。很明顯，反修例風波
的抗爭者其實巴不得出了人
命，有人成為了 「烈士」 ，他
們就可以利用事件來製造輿
論，鼓動更多的支持者。過去
幾周以來，他們的聲勢不斷減
弱，市民對暴徒一次又一次的
瘋狂破壞、暴力襲擊覺得厭倦
了。

高度自治與高度責任
在國慶日，暴徒傾盡全力破
壞香港社會，不斷挑戰亞洲最
佳警隊的底線。他們在屯門、
沙田和灣仔等 13 個地區有組織
地展開暴力突擊，於多個地點
縱火和毀壞公物，並向警察瘋
狂施襲。當一名警員被多個蒙面的黑衣暴徒從後襲
擊時，另一警員試圖營救他的同事，在混戰期間警
告一名持械施襲的暴徒無效後僅向他開了一槍。值
得一提的是，美國警察即使是在沒那麼危急的情況
下也會毫不猶豫地向暴徒掃射直至彈盒子彈用完。
某些評論員批評警員向暴徒開槍，渲染所謂的 「警
暴」 ，但他們顯然與現實脫節。世界任何地方的警
察遭到暴力襲擊時都會作出嚴厲而適當的武力回
應，憑什麼要求香港警察例外？令人詫異的是，近
日印尼有兩名學生在當地的示威活動中被擊斃，但
事件卻沒有像香港暴徒被槍傷一樣引起國際傳媒的
關注。

10 月 1 日荃灣開槍案，暴徒手持可致命的武器。
國慶節的暴力事件旨在挑釁北京作出強硬回應，從
而利用所謂的反修例運動作為戰鬥口號在全球範圍鼓
動一場反華運動。然而，國家主席習近平當日在北京
強調 「一國兩制」 的重要性，並承諾確保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四個月以來北京沒有直接干預香港不
斷升溫的暴力示威，正好印證了這一點。香港人應明
白， 「兩制」 不僅意味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也要承
擔高度的責任。香港需要自行收拾爛攤子，在這個關
鍵時段，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站出來出一分力，助香
港渡過難關！
（註：作者為中國事務顧問，居港 18 年。本文的
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

給撤回條例
後還盲撐暴徒
的人：
如果有天，
你坐車去處理一件好重要的
事，或者見工，或者看病，
或者見親人最後一面，但被
暴徒堵路，最後遲大到，甚
至去不到。不要憤怒，是你
支持的！
如果有天，你的子女因為
你不答應他們的訴求，就不
給你返工，打爛你家中傢俬
電器玻璃窗等死物，還在家
門口縱火。不要嗟嘆，是你
教育的！
如果有天，你趕要搭飛
機去外國工作、旅行或者探
親，但機場被堵塞佔領，暴
徒還阻你上機，怎麼解釋請
求都只是涼薄地恥笑你。不
要徬徨，是你助長的！
如果有天，你在港鐵上趕
往辦要事，但車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總不開車，
前面鐵路還有車出軌，廣播卻壞了，站也關閉
了，燃燒彈由地面不停擲落月台，電纜上還掛
輛單車。不要急，是你慫恿的！
如果有天，你只是在拍照，但卻被暴徒圍繞，
說要檢查你拍什麼相片，不然就搶你手機，你保
護自己財物，他們就當你是死物，打到你危殆還
被所謂醫護虐待多幾下。不要害怕，是你默許
的！
如果有天，社會不安，治安敗壞，經濟不景，
外商不敢投資，遊客不敢訪港，結果你公司倒
閉，或者你被公司裁員，你的子女大學一畢業就
失業。不要哀傷，是你造成的！
如果有天，香港基建停頓，經濟發展被 「攬
炒」 成功，不進反而急退，眼白白看深圳超越
香港成為大灣區龍頭金融中心，你的子女繼續上
不到樓，又上不到車，日日失業在家罵你廢佬阻
住地球轉。不要慨嘆，是你縱容的！
撤回條例後還盲撐暴徒的人：將來不要後悔，
全都是你們一手造成的！
不要跟我說不會，這些事其實已經在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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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下香港反修例組織的文宣就讓人
深感不安，宣傳冊子上明目張膽地描述
了他們的行動目標和行動方式： 「佔據
道路是奪權的關鍵」 ； 「我們不要搞秘
密集會，要搞威力巨大的大規模遊行示威」 ； 「不斷
地製造輿論攻擊政府體制和事務」 。他們還強烈慫恿
支持者對那些不同政見者施暴，結果無辜市民動輒受
襲擊、被滅聲。他們的成員和追隨者包括大批的學生
以及中產專業人士，還有一些失業人士及對社會不滿
的人。他們的出現使政治暴力變成了社會常態。

八面
來風

莫再盲撐暴徒

黑暗納粹時代現香港！

方公里的中華大地可謂機遇處處。年輕人不應只以
「買樓」 為自己終身的發展目標，而是要像前文提及
的受勳人士般，參與國家的發展，必定能從中尋找到
自己的發展機會。
日前，一位傳媒集團老闆在其報章封面刊登了
《給香港青年的一封信》，其中一段這樣寫： 「說
到未來世界，香港無疑是一個小地方，人口才 700
萬，但你們看到更大的市場嗎？全世界企業和精英
們都緊盯14 億人口的中國之時，你們在看什麼？
發現了近在咫尺的大灣區嗎？很可惜，鋪天蓋地的
負面抹黑，把許許多多青年的眼睛都蒙住了。大灣
區以至全中國的龐大市場，才是實實在在你可馳騁
縱橫的未來……」
筆者對此十分認同，試問若非中國機遇處處，各個國
際大企業、投資者，為何會爭先恐後地希望進入中國市
場？為何蘋果、Facebook 等美資企業不惜違抗白宮要
求，仍與中國保持生意往來呢？箇中道理一想便知。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希望香港的年
輕人能夠盡快冷靜下來，返回校園好好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