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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教育，增强国
家意识、培育爱国精神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是回归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香港，爱国正气正在加速培育。
有人倾心投入，热心推动，并已开花结
果。香港中联办推动两地建立 700 多对

“姊妹学校”，通过实施“万人计划”等
项目，使每年赴内地进行各种交流的香
港师生稳定在万人左右。今年，报名参
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外交知识竞赛”的
中小学校达 125 所，学生逾 2.2 万名，创
历史新高。

特区政府设有推动国民教育的恒常
机制，本年度资助赴内地交流的拨款安
排1.148亿港元。

然而，与这些主动融入祖国大家庭
的举动相反，香港也有人回避、冷待甚
至抗拒开展国民教育。去年当一些校园
出现“港独”标语时，校方不作处理，
校长甚至表态“这与校方没有关系”。最
近有人鼓吹“港独”，有的校长态度暧
昧，说校园里可以“讨论港独”。类似的
取态不时在港冒出，有分析认为会变相
鼓励“港独”分子在校园内“播独”。

作为香港负责教育的机构、教育工
作者，到底应如何看待国民教育、国歌
与国旗等国家符号？

“热血校长”大声讲爱国

可贵的是，香港许多学校长期以来
坚持爱国办学，近年更身体力行，在师
生中倡导尊重国家宪法，理直气壮地讲
爱国爱港，培育浩然正气，有校长面对
举止错误的学生时，敢于直斥其非。

去年 12月 16日，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港专） 毕业典礼奏放国歌时，两名毕业
生拒绝肃立，故意坐下，国歌播放暂
停。校方认为这二人不尊重国歌，要求
立即离场，早有准备的十多名学生忽然
发难抗议，都被校方赶离场。

毕业礼后，港专校长陈卓禧主动面
见学生。面对责问，他动容地说，港专
作为一所爱国爱港的学校，必定高举爱
国旗帜，没有妥协余地，“由我们 （学
校） 成立第一日开始，我们就挂五星
旗，唱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因为
这件事，受尽港英政府打压、资助被取
消、校址被收回，也从无放弃爱国立

场！你们如果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
是你们选错了学校！”

真是义正辞严，畅快淋漓！舆论赞
扬他有原则有骨气，是“热血校长”。

当日，陈卓禧除了坚定表达校方立
场，还语重心长加以正面引导。他希望
学生客观了解探寻国家的好处及问题，

“用赤子之心，去为国家的改变与进步作
出贡献，这是我作为校长对你们最衷心
的希望。”

其实，这已不是陈校长第一次教学
生怎样明辨是非。2016 年毕业礼奏响国
歌时，混入该校的“港独”团体“香港
众志”一名骨干突然举起“反对人大释
法”的标语进行抗议活动。陈卓禧同样
没有选择沉默，与其进行对话交锋。

陈卓禧的举动在港引起很大反响。
一位香港老师对记者说，如果教育工作
者都能像陈校长一样，是其是，非其
非，及时纠正一些行为，香港下一代教
育的局面会大大改观。如果教师多选择
沉默、回避，久而久之，可能导致黄钟
毁弃，瓦釜雷鸣。

一时间外界也纷纷关注香港传统爱
国学校的情况。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
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学校从数量
看属于“凤毛麟角”，全港中小学总计约
1100 所，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爱国学校，

仅有十来所，例如香岛中学、培侨中
学、福建中学、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等，
虽然占比不大，但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

它们大多创立于二战后，由社会人
士筹募经费兴办，主要为清贫子弟提供
教育。传统爱国学校一路行来，历经风
雨。香岛中学的首任校长卢动，1950 年
因在学校挂国旗和唱国歌，被港英当局
无理驱逐出境。邓飞回顾道，当年港英
政府对爱国学校的限制和打击主要来自
两方面，一是以检查卫生、消防等借口
进入校园内，肆意扰乱课堂秩序。二是
设立规条，禁止爱国学校毕业生报考纪
律部队或政府公职。

久久为功弘扬浩然正气

然而，打压并未改变这些学校的爱
国立场。邓飞表示，以香岛中学为例，
在创办之初就在校内举行升国旗、奏唱
国歌等仪式，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这是
传统爱国学校的惯例”。

早晨，黄楚标学校钟声响起，400多
名学生精神抖擞地进入礼堂，雄壮的国
歌响起，学生们齐声唱出国歌，向国旗
行注目礼。之后，听校长黄锦良作“国
旗下的演讲”。

“不仅讲给学生听，更要讲给每一位

老师听。”黄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环看各
国，人们向自己的国旗和国歌表达敬意和
情感，都是人之常情，香港在中小学升国
旗唱国歌，天经地义！学校是推动德育及
国民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如果连学校都不
做，还可以在什么地方推动！”

全港情况如何？同时担任香港教育
工作者联会主席的黄锦良介绍道，该会
2002 年成立香港升旗队总会，属于制服
团体，在学校及团体推广升旗文化，目
前全港已有 400 所中小学成立了升旗队。
总会 3 月 10 日举办周年检阅礼，邀请驻
港部队仪仗队和军乐团示范。

正能量的活动，总在学子们的心田
栽下新绿，一次次并不复杂的仪式，都
在撼动学子的心灵。天水围香岛中学学
生曾子扬写道：国歌声起，一种感动从
广阔的空间一直延伸至小小的心房，时
间仿佛停止了。国旗在空中飘扬，是她
孕育了我们。我思绪万千，眼眶中隐约
挂着水珠。

为了树立和弘扬爱国正气，香港不
少学校不断创新方法，有的学校把挑选
升旗手作为一种激励，由本校体育比赛
的单项冠军担任升旗手，有的挑选优秀
学生在国旗下作演讲。

旺角劳工子弟学校校长黄晶榕认
为，香港年轻一代受香港特有的历史和
政治环境所影响，这便更需要教育工作
者放下政治成见，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负责任地引导孩子认识祖国。“大家
实实在在透过学校教育，把孩子教育成
有才能、敢担当的中国人。”

香港风采中学校长何汉权指出，回
归后推动国民教育受到挫伤，实在是有
负“一国两制”的美意。无知者无情，
梁颂恒、游蕙祯公然辱国，是活生生的
恶例。

经常带团赴内地的“中华历史文化
动力”顾问梁珠兰老师寄语学生：“香港
是个面积狭小的地方，希望同学们都能
为自己开拓视野，心系家国，放眼世
界，明辨是非，努力前行，做一个有见
识、尽责任的公民。”

虽然任重道远，但锲而不舍的努力，
终将春风化雨。现今香港，爱国正气在加
速培育，社会主体的国家观念在进一步
增强。

（本报香港5月7日电）

本报北京5月7日电（记者吴
亚明）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7日就
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有关涉台
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
台湾地区今年仍不能参加世界卫
生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
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参
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安峰山说，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
组织活动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
中国原则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是
联合国专门机构，理所当然应按
照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和世
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所确立的
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世卫大会涉台
问题。

他 指 出 ， 2009 年 至 2016 年
间，台湾地区连续8年以“中华台
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世
界卫生大会。这是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大背景下，在两岸双方均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
共识”政治基础上，通过两岸协
商作出的特殊安排。这充分表
明，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
同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制度化交
往才能得以延续，两岸也才有可
能就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问题进行协商。

安峰山表示，大陆方面始终
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采取了多项措施促进两岸卫生领
域交流合作。我们在一个中国原
则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
事务作了妥善安排。经我们与世
界卫生组织达成安排，台湾地区
专家可以适当身份参加世卫组织
相关技术会议和活动，有需要时
世卫组织亦可派专家赴台进行指
导。这些安排确保了无论是台湾
岛内还是国际上发生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台湾地区均可及时有效应对，体现了大陆对待
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的善意和诚意。

他还说，当前形势下，民进党当局应该反思台湾地
区今年为什么与去年一样仍不能参加世卫大会，而不是
推卸责任、转移焦点、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香港不可以再“食
老本”和“等运到”。此言引发热议。其实在香港社
会，有关“食老本”的忧虑已存在多年。一则因香港
有着引以为傲的家底，二则全球和内地一线城市的竞
争越发激烈，香港社会近年却时有自耗自误，不免让
人忧心。

早在 2012年，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便在网志中引用过
作家余光中的观点：香港以前是中国内地的后门，广
州、深圳都是腹地，在港英时期有着优越地理位置。但
现在不同了，广州、深圳都起来了，上海也是一大竞争
对手，香港的重要性已不同于冷战时期。

翻阅媒体报道也不难发现类似提醒：香港的优势行
业正面对内地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而深圳及上海等
城市，于创新创业方面都迅速冒起，为香港带来竞争压
力。内地城市与香港的竞争力差距愈缩愈小，在面对内
地自贸区兴起时，香港有可能被边缘化。

其实这些担心并非多余。在去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
排行榜上，香港排名第二，连续5年落后于上海。今年3
月，内地和香港媒体一度热议“深圳 GDP 首超香港”，
深圳正呈强劲追赶之势。

说起“食老本”，香港确实有着过人的资本。自1995
年起，香港连续 23 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
12项评估因素中，香港有 8项取得 90分或以上，在“财
政健康”“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方面更排名世界第
一。司法制度优质、社会风气廉洁、监管制度高效以及
市场开放也是传统优势。

香港经济发展依赖传统优势和传统行业支持，然而
监管条例却越发复杂，经营成本增加，创新更显困难。
作为亚太区金融市场的领导者，香港却至今缺乏金融创
新的范例。在依靠创新科技的新经济方面，有关方面的
扶持不够有力有效，近期有民调指出，逾七成企业行政
人员及四成半市民均认为，香港在培育创科文化方面落
后于其他发达城市。

专心谋发展已是时不我待，让人痛心的是，近年香
港社会泛政治化的阴影下，“港独”叫嚣作乱，离间人
心，立法会拖延流会阻碍利民政策出台。包括港珠澳大
桥、广深港高铁、西九文化区在内的重大工程项目一再
延误，阻碍香港发展，白白断送良机。

在香港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增长点尚未有效形
成之际，特区政府锐意谋求变革，比如将科技创新作为
施政重点之一，力求奋起直追实现经济转型。香港交易
所近期也迎来上市机制重大改革，小米随即提出申请。
联系 2013年阿里巴巴因港交所旧机制无法满足其需要而
转赴美国上市，因时而变由此可见。

改变势在必行。拥有传统优势的香港金融、物流贸
易、旅游、专业服务四大支柱
产业，需积极谋求转型，寻求
多元化发展。致力发展创新科
技，也将为经济注入新活力。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发展
向来与国家紧密相连，如今享
受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及“一带
一路”建设保留席位的好运，
更应善用机遇奋力拼搏，切莫
在政治争拗中沉沦。

香港学校：大声说出爱国爱港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香港学校：大声说出爱国爱港
本报记者 连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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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
不可以再“食老本”

张 盼

香港黄楚标学校升旗队的小学生在校园升旗礼上。 黄楚标学校提供香港黄楚标学校升旗队的小学生在校园升旗礼上。 黄楚标学校提供

有台湾网友近日在台当局“主计
处”的“薪情平台”上输入薪资数字，
发现自己 96 万元新台币的年薪 （约等于
20.8 万元人民币），竟然赢过了 90%的
人，不禁大呼：“台湾人的薪水真的低到
可怕。”

倒退的薪资

上世纪 90 年代，台湾是亚洲四小龙
之首，当时有句话叫做“台湾钱淹脚
目”，意思是钱多到放地上能盖过脚踝。
30 年后，据岛内测算，台湾的经济总量
虽然涨了，但实际薪资反而在倒退。

台湾的“薪情”好不好，还有几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数字。一是“22k”，是
岛内大学毕业生刚就业时的平均薪水。
22k 就是 2.2 万新台币，也就是 5000 元人
民币左右。

比起低薪更要命的是成长空间小。
不少赴大陆就业或创业的台湾青年都透
露，在大陆工作起薪未必比台湾高多
少，但 5 年后薪资可能会高两三倍，不
管是去当空姐还是去金融业，情况都是
如此。

民进党上台前提出一大吸票口号，
就是让年轻人涨薪水。万一换个政党能
让多年不动窝的薪水动一动呢？许多年
轻人抱着这样的希望票投民进党。然
而，民进党执政近两年，台湾经济没有
起色，薪水依旧不动如山。台湾年轻人
曾经是民进党上台“最大的功臣”，现在
已经成了最反对民进党的群体。

梦想和梦醒

另一个数字是“3 万”。台湾当局领
导人蔡英文早前表示，她心中最低工资

的梦想数字是3万元新台币，引发岛内网
友群起嘲讽。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基本工资月
薪自 2018 年起将调升至 2.2 万元新台币，
而根据台“主计处”2017 年上半年的数
据显示，全台仍有十大行业的劳工平均
月薪仍低于3万元新台币，且多半集中在
服务业。

就蔡英文所谓的“梦想”，国民党
前“立委”孙大千就在社交媒体评论
说：“所谓的梦想，就是办不到。”岛内
网友纷纷跟帖表示，“当领导人不是靠
做梦就行了”、“蔡政府像在菜市场喊
价，先给劳工朋友一个梦幻数字，后面
再跟你杀价。”

吹牛不花钱

台“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则喊出

了一个更具争议的薪资数字“5 万”。赖
清德称，岛内目前劳工的平均收入创下
了历史新高、达4.9989万元新台币，直逼
5万大关。

赖清德这个数字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因为“薪情平台”的网站资料显示，5 万元
薪资落在全台受雇员工薪资的第八到第
九个区间线之间。换言之，岛内劳工有八
成的人薪资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而岛内
网友也纷纷用“抱歉体”反讽：“抱歉，就是
我拉低了台湾的薪资水平！”

显然，台湾想要“薪情”变好，只
有发展经济一途，胡吹大气和制造假数
字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制造更多坏

“心情”。民进党上台以来，政治斗争如
火如荼，经济建设毫无建树，更搞砸两
岸关系，力图让台湾远离大陆这个最大
的市场和投资地。照这样下去，台湾未
来的“薪情”会不会好，不言可喻。

年入百万新台币就是土豪？

台 湾“ 薪 情 ”有 点 糟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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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至 9 日，近百家台湾
企业在浙江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
上展出一批来自苗栗县、南投县
等地的陶瓷、农特产品及台湾青
年创业协会的文创商品，让海内
外客商感受到宝岛台湾优质名特
产品的魅力。

图为 5 月 7 日，客商在采购来
自宝岛台湾的鲍鱼卷等海水加
工品。

龚献明摄 （人民图片）

台湾产品义乌吸睛台湾产品义乌吸睛

更多内容请见港台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