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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培養什麼人？香港要答好這份答卷
近日香港首次

舉辦 「愛國主義教
育高峰論壇」 ，
「愛國主義」 這四

個字能正大光明地
提出、討論、並且互相分享經驗同樣是首
次。在國安法頒布之前，國民教育、國情
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這些詞語幾乎成了香
港教育工作者的禁忌，誰提誰就被標籤，
誰提誰就被打壓。而現在在國安法下，國
情教育、國安教育、基本法教育、國民教
育這些未完成的答卷，都可以踏踏實實進
行作答，並且從特區政府到一線教師再也
不用擔心被標籤化，甚至因為愛國而被欺
凌。

「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
感。」 在港英時期，英國人為了去中國
化，特意在教育上做了很多不符合常理的
設計。例如不學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國語
文只着重語言知識而特意忽略有文化情感
的中國文學，讓大多數港人逐漸喪失國家
概念。於是乎當九七香港回歸後，整個社

會重談 「兩制」 、清談甚至不談 「一
國」 。就連法律權益上也只談港人要有什
麼，而不談港人責任與義務是什麼。這使
得香港社會充斥着極端利己主義與歷史虛
無主義。

讓青年成為有骨氣的中國人

再加之一些人特意歪曲、扭曲國家現
狀與歷史，並利用港人缺乏安全感的文化
心態，而讓愛國這件事情變得難以啟齒，
甚至在一些學校內，刻意避開愛國教育與
國民教育，對於國情教育只是一味的取悅
個別政治意識形態的家長與學生，以能拖
則拖、能混則混、能欺則欺的心態去落實
特區政府的教育宗旨。

這形成在港英時期香港青年沒機會認
識國家，而回歸後則不能全面、系統、準
確的了解國家。今天香港從大亂到大治之
下，那些心懷僥倖、懶政不作為的日子一
去不復返，那些阻礙香港青少年認識國
家、國情，阻攔培養青少年對國家情感的

政治障礙與制度障礙已經一掃而光，香港
終於可以光明正大談愛國，終於可以理直
氣壯推愛國主義教育、終於可以讓香港青
少年堂堂正正的成為一名有骨氣的中國
人。

「長着一張中國臉，卻不是中國
心。」 這是對過去一段時期香港教育界所
出現的不良現象的準確概括。正如特首林
鄭月娥所指，愛自己的國家在古今中外都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遠的不說，翻開近現代史的書頁，香
港這座城市在民族解放征程上一直扮演着
重要的作用，這裏啟蒙和培育了楊衢雲、
孫中山、陳少白；這裏留下了周恩來、李
濟深、賀龍、葉挺等開國元勳的足跡；這
裏孕育出新中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新
型政黨制度。

但這些光榮歷史並沒有被今天的香港
青少年所繼承與發揚，反而卻出現了如港
大學生會評議會風波，鼓吹恐怖主義、顛
倒黑白。而 「修例風波」 中的青年人一心
要推翻自己國家，立志讓自己的家鄉、國

家和民族陷入混亂的荒唐行徑更是讓人驚
愕。因此我們不得不感嘆，過去的香港精
英想的是中華民族解放與自主，讓中國人
站起來。而今天的一些即將成為香港精英
的青年卻天天想的是如何讓香港亂；如何
成為亡國奴；如何成為別人的棋子甘於被
利用，這是何等的諷刺？ 「教不嚴、師之
惰」 ，正如特首所呼籲，教育工作者應該
擔起這樣的責任，履行好這一代人使命與
擔當。

確保「愛國者育人」得以實現

「培養什麼人，是教育的首要問
題。」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八年全國教
育大會上對教育根本核心的理解與詮釋。
香港由亂轉治開啟了新篇章，教育也開始
逐漸走上了軌道。在特區政府的領導下，
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和制度，確保香
港教育界不再亂並盡快回復正常教學秩
序。香港教育是 「一國兩制」 偉大構想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的關鍵環節，是 「一國兩制」 後繼有人、
繁榮穩定的重要前提，也是落實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的重要表現。

故此，從培養香港青少年愛國愛港，
由提升青少年公民責任入手，就是對國
家、對民族、對文化有正確認識；將國情
教育、國民教育、歷史教育、傳統教育、
法治教育、國安教育全面融入教育體系；
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學科、融入教材、融
入教學，這樣才能確保 「愛國者治港」
代代相傳，才能確保 「愛國者治教」 有效
落實，才能確保 「愛國者育人」 得以實
現。

對於重新出發的香港特區而言，愛國
主義教育不是洪水猛獸碰不得，也不是狹
隘的民族主義與地方保護主義，而是讓香
港青少年可以更加自信的認識自己、認識
香港、認識國家。從小樹立起遠大志向，
將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內化於心， 「爭強
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時
代、不負韶華」 。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 

中共反貪成功對國家取得輝煌成就至關重要
為慶祝建黨百

年， 「七一勳章」
頒授儀式和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先後在北京隆重舉行，黨的
百年歷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艱苦奮
鬥史，也是一部自強不息的偉大革命
史、創業史。飽經挫折而不斷奮起，
歷盡苦難而淬火成鋼。

習總書記在 「七一勳章」 頒授儀
式上強調： 「堅定信念，就是堅持不
忘初心、不移其志，以堅忍執著的理
想信念，以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心，
把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和熱愛牢記在心
目中、落實在行動上，為黨和人民事
業奉獻自己的一切乃至寶貴生命，為
黨的理想信念頑強奮鬥、不懈奮鬥。」

回溯歷史，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
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
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
追求。在10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拚
搏、不懈奮鬥，譜寫了氣吞山河的英
雄壯歌。事實有力證明，信仰信念任
何時候都至關重要。

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建立在對馬克
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
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習近平總書
記強調： 「全黨同志都要把對馬克思
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信念作為畢生追求，永遠信黨愛黨為
黨，在各自崗位上頑強拚搏，不斷把
為崇高理想奮鬥的實踐推向前進。」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末有之大變
局，我國正處於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
關鍵時期。方此 「船到中流、人到半
山」 之時，堅定信仰信念，最重要就
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同時，百年黨史也生動眧示着，
我們歷代共產黨人既精讀有字之書，
更善讀無字之書，始終秉承 「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 的求學之道，在無數
的調查研究和思考論證中形成了精神
碩果，悟出了革命真諦，走出了康莊
大道。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習總書記曾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
上強調： 「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
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
黨的歷史是百年初心的生動寫照、是
百年拚搏的真實記載、是百年精神的
深厚積澱，透過黨史之窗，回望黨披
荊斬棘的奮鬥路、感悟黨矢志為民的
赤子心、繼承黨無畏無懼的英雄氣概，
激發昂首闊步新征程的強大動力。

香港與祖國命運相連

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亦
與中國共產黨密不可分。對香港同胞
而言，有必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百年
奮鬥史，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了解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建立
起對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認知，充分認
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始終
把香港同胞的福祉放在心上。

不論是 「三趟快車」 、 「東江水
供港」 ，還是香港回歸後出台的一系
列惠港政策，包括 「十四五」 規劃支
持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都
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心繫香港
同胞，為港人謀福祉。中央出台香港
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 「愛
國者治港」 ，更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
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港人安居樂業
的最堅強後盾。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
站在 「兩個一百年」 的歷史交匯點，
眺望前方的奮進路，我們信心百倍，
步履堅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
能夠實現。

上海市政協委員、九龍西區各界
協會會長

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

香港政治格局深刻調整
自香港國安法於

去年6月30日實施以來，
香港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調
整。近一年來，包括 「香

港眾志」 等7個 「拒中抗共」 政治團體在香
港國安法生效前夕宣布解散在內，至少有
21個 「拒中抗共」 政治團體已停止運作或
者解散。其中，成立逾10年的新民主同盟
6月26日宣布解散，是 「拒中抗共」 政治勢
力呈現瓦解的醒目標誌。

觀察反對派政黨的變化

衡量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中各個政
治團體影響力的指標大體是兩個。其一，
是否曾擁有立法會議員；其二，是否擁有
動員支持者的能力。新民主同盟、 「香港
眾志」 符合這兩個指標。它們相繼解體，
意味着香港國安法已對 「拒中抗共」 政治
勢力產生強大震懾。

完善選舉制度，加快香港政治格局深
刻調整。面對新選舉制度，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只能消極對抗。今年5月6日，香
港紅十字會致函特區政府，以不欲參與政
治選舉為由，拒任醫學及衞生服務界別當
然選委和選委會選民。6月29日，社會工作
者註冊局開會通過主席不出任社福界當然
選委、該局不出任選民團體。據媒體披露，
在社工註冊局15名委員中，8名民選委員不
滿新選舉制度，不欲社工註冊局變成 「政
治花瓶」 。種種跡象顯示，公民黨、民主
黨作為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的兩個主要
政治團體，將拒絕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特區政府執行香港國安法和推進選舉
制度完善的工作，推動香港政治格局演變。
尤為矚目的，是執行區議會議員宣誓制度
後，將有相當數目的 「拒中抗共」 分子被
取消區議員資格，使 「拒中抗共」 政治勢
力對第六屆區議會的控制權 「打水飄」 。

接下來，需要觀察的，一是公民黨、

民主黨如何演變？二是從 「拒中抗共」 陣
營中分裂出來的一些人所組成的政治團體
如何定位？三是建制派如何發展？

建制派是一個統一戰線。其中若干政
治團體在 「修例風波」 中政治立場動搖，
對待國家執政黨態度曖昧。在香港國安法
和新選舉制度下，這些人收斂了政治立場
的搖擺，但是，能否站穩愛國愛港政治立
場須看其能否做內部政治路線和組織人事
的調整。

在愛國愛港政治團體中，一些人因為
政治上尚不夠成熟而扮演了積極游說民主
黨等 「拒中抗共」 政治團體參加第七屆立
法會競選的角色。其領袖人物應當加強領
導層的思想統一，努力提高政治水平。

「愛國者治港」 ，實質是遵從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 「港人治港」 。習近平總書記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多
次強調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以往24
年 「港人治港」 沒有真正貫徹 「愛國者治

港」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沒有得到特
區建制普遍承認，香港社會對中國共產黨
諱莫如深甚至一部分香港居民對中共充滿
偏見和成見，以致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歷經坎坷和曲折，使香港
經濟轉型徘徊、民生問題惡化。

今後，建制派必須堅定愛國愛港立場，
「建制派」 標籤應當重新被 「愛國愛港」
稱謂取代，擁護中國共產黨應當成為衡量
愛國愛港的基本準則。

「拒中抗共」路線已入絕境

民協長期處於 「拒中抗共」 陣營的邊
緣，在香港政制發展上與中央對立，卻願
意與中央有關部門接觸。其領導層必須做
抉擇──是同 「拒中抗共」 陣營決裂？抑
或繼續苟且？

若干從民主黨、公民黨分裂出來的人
士所組成的政治團體，需要在政治觀念上

向愛國愛港陣營靠攏。企圖堅持所謂 「真
普選」 觀念來爭取選票，也許暫時收效，
但從中長期看是一條越走越狹的路。

張炳良不久前問民主黨等政治團體，
如果拒絕參加立法會選舉，那麼成立政治
團體有什麼意義？張炳良提出的問題，換
一個角度可以這樣理解，民主黨、公民黨
如果拒絕或無法參與立法會選舉，那麼，
它們必將消亡。有些人還在指望中央改變，
這是臆想。香港政制發展不可能脫離國家
現代治理體系。

中國共產黨不會向美英等西方國家讓
步。在香港， 「拒中抗共」 已入絕境。公
民黨也許會退縮成一個法律界的功能團體。
但問題是，特區法律界也將不容許 「拒中
抗共」 。民主黨是一個跨界別、面向香港
社會的政治團體，不可能退縮成某個功能
團體，其前途只能在徹底轉變政治立場或
者解散之間做抉擇。留給民主黨、公民黨
領導層的時間不多了。 資深評論員

7月1日，天安門
廣場舉行慶祝中國共
產黨成立100周年
大會，我在觀看典禮
時不禁為自己身為中

國人而慶幸和感到無比自豪。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年來取得的成就實在令世界矚目。正
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典禮上指出： 「一百年前，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50多名黨員，今天已
經成為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領導着14億
多人口大國、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
一大執政黨。一百年前，中華民族呈現在世
界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今天，中
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
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興。」

中共於1921年成立時只有大約50名成
員，沒有人想像得到一個小政黨竟然可以戰
勝擁有超過400萬軍隊、配備了美國最新型
武器的國民黨政權。

廉政反腐敗贏得民心

然而，共產黨最終獲勝的原因其實很簡
單：國民黨是一個腐敗的政權，它的軍隊散
漫、貪婪、不把百姓當回事；而共產黨則紀
律嚴明，士兵處處為百姓着想，每當軍隊解
放了某個地區，他們都善待當地人民，而官
兵也從不以權謀私和剝削人民。共產黨獲勝
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贏得民心。

正如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 「勇於自
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
標誌。我們黨歷經千錘百煉而朝氣蓬勃，一
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始終堅持黨要管黨、
全面從嚴治黨……着力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
質幹部隊伍，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
反腐敗鬥爭。」

事實上，世上許多執政黨在起初取得成
功後便無以為繼，主要原因是他們一旦掌權
就變得腐敗，黨員濫用權力。俗語有云： 「權
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 ，
這就是導致他們倒台的原因。這樣的例子在

全球比比皆是，例如韓國幾位因貪腐而被起
訴的總統，以及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等等。

中共從一開始就規定黨員要嚴格自律和
品格正直。在這方面，中共在1927年踏出
重要一步，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在1949
年上台執政後不久就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反貪腐
機構。

中共初期主要以阻嚇作為打貪策略。在
1933年，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署第一條反貪
腐訓令，明確規定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
處以死刑。後來黨內高級幹部劉青山涉嫌貪
污被治罪，是早期有名的貪污案之一。劉青
山在出任天津地委書記後變得腐敗。毛澤東
在1952年2月親自同意處決劉青山，所起的
阻嚇作用多年來有助維持黨內良好秩序，直
至改革開放。

中央在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把權力
下放至地方政府以提高辦事效率，但很
不幸，這給官商勾結提供了機會，甚至
在房地產和交通等領域出現了犯罪團夥。

為了解決貪腐問題，中央在1983年成
立了審計署。1985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
代表團訪問香港廉政公署，對公署透過 「執
法、教育和預防」 三管齊下的反貪策略印象
深刻，後來中央政府把它納入國策。隨後最
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級人民檢察院均設立了
類似廉政公署的反貪局，作為打擊貪污的特
別偵查隊伍。中國在2018年實現了一個重
要的里程碑，中央宣布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
它是一個獨立的反貪腐機構，其主任由人大
選舉，委員會只需對人大負責。這實際上是
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全國性反貪
腐機構！該委員會把檢察院、監察部、國家
預防腐敗局的各反腐敗單位統合起來，有權
對全體黨員、公務員、法官、檢察官和國企
涉及的貪瀆問題進行調查。值得一提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 「留置」 取代
「雙規」 措施，以防止人員濫用權力。這

是中國在法治和人權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
更大的反貪運動始於中共十八大，就是

大家所熟悉的 「老虎蒼蠅一起打」 。此後，
紀檢監檢機關共查處392個省部級或以上，
以及2.2萬個廳局級的 「老虎」 ；約17萬名
鄉鎮幹部受到調查，約62萬人因違反行為準
則受紀律處分。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示，
95.8%的人信任共產黨。

打貪成就獲全球認可

中國也充分認識到國際合作對打擊腐敗
的重要性，於2003年作為首批國家簽署和
批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成為反腐國際
合作的領頭羊。2006年，由最高人民檢察
院發起，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應運而生，成員
包括140多個國家，總部設於北京，相當於
反腐領域的國際刑警，其首三任主席均由最
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擔任。2016年，G20會
議在杭州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成立了
G20反腐研究中心，該中心作為G20成員相
互合作的平台，處理遣返逃犯、追回資產等
事務。其後，中國又開展 「天網」 反腐行動，
從120個國家遣返了9165名逃犯，追回了33.7
億美元的資金，足見全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政府的認可和支持。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發表報告
宣布取得了反腐決定性勝利，現場掌聲雷動。
正如聯合國報告所言，腐敗削弱發展、阻礙
扶貧。可見，中共反腐成功是中國在過去40
年維持經濟高速增長、消除貧困、保障公共
安全、提升社會福利水平、實現社會良好治
理的關鍵所在。這是舉世矚目的成功，也是
民族復興的重要的一步。

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的 「七一勳章」 頒授儀式中，再次號召
全黨不懈努力為人民服務，拚搏奉獻、廉潔
奉公，時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
這都是共產黨員久經考驗的美德，確保使中
國共產黨屹立於世界政黨之巔。

註：本文英文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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