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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齊光事件不能斷章取義 不容抗中亂港洗腦

社 評 井水集

特區廉政公署以涉嫌違反《防止賄
賂條例》，昨日拘捕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麥齊光隨即提出辭去發展局局長的職
位。同案被拘的還有路政署副署長曾景
文及兩人的妻子。

事件對甫成立十二天的第四屆特區
政府來說，無疑是一個衝擊，反對派及
亂港傳媒勢必借此對梁振英新班子的管
治威信 「落井下石」 。不過，一來事件
尚在調查階段，二來本港從來都是一個
法治社會，一些人也口口聲聲公平、公
正是本港的核心價值，那麼，即使日後
麥齊光真的被檢控，也只能是 「一人做
事一人當」 ，與整個新班子沒有任何必
然的聯繫，更不涉及到政府的管治誠信
問題。

眼前，事件已進入廉署調查階段，
不宜置喙，但相關背景卻值得關注和探
討。

有關事件，即麥齊光與曾景文涉嫌
「互租」 對方城市花園單位一事，一不

是發生在眼前，二不是發生在特區政府
成立後，而是已經整整二十六年前的陳
年舊事。當然，年代久遠也未必就不可
以追究，但除了年份外，當時當地的特

定條件卻不可以忽視。
事實是，給予高級公務員房屋津貼

，是港英殖民管治時期制訂的法規，出
發點完全是為了照顧英國人的福利。而
法例為什麼會有用於租住的規定？原因
很簡單，就是早年有資格攞 「房津」 的
高官，幾乎全是來自英倫 「祖家」 ，他
們來港時僅拿一個皮篋，做滿若干年，
「盤滿缽滿」 ，返鄉就可以買大屋，在

香港這個 「借來的時空」 當然不會買屋
。這就是 「房津」 只供租住之由來。

直到七、八十年代，大批大學畢業
精英加入政府工作，高官職位開始由本
地人出任。當時港英殖民政府並沒有及
時修改法規，而本地高級公務員當然都
想替自己和家人置業、買房子，於是出
現了包括 「互租」 在內等一些做法，而
港英當局對此 「眼開眼閉」 ，只要有
「租單」 即可，並沒有干涉。而且到八

十年代末，港英還修改法例，正式容許
以房屋津貼作為供樓自住的用途。

因此，今天面對麥齊光事件，如果
單從表面看，當事人似有不誠實之嫌，
但如果對二十六年前港英高官福利制度
的由來及背景有所了解，就會明白到當

時本地高級公務員住屋問題的實際處境
和人員的心態。

另一方面，一些港英殖民管治當年
並非什麼「大逆不道」之事，何以在回歸
後的今天會被 「翻舊帳」 舊事重提，而
當事人又是剛剛加入新一屆梁振英政府
、被各方視為是難得人才的麥齊光呢？
麥齊光在回歸前、後的政府工作了三十
多年，為什麼 「互租」 之事一直沒有被
提起，而直到今天新班子還未 「站穩陣
腳」 時卻來一個「突然襲擊」呢？這究竟
是真的追求法治、公義還是另有其他？

在年前哄動一時的 「紅灣半島」 事
件中，前房屋署長梁展文離職後加入有
關地產公司工作，當時相關部門官員都
並無異議，只有麥齊光一人力排眾議，
指出公眾觀感不可不顧及，其後事態發
展果然如此，市民和輿論對所謂 「延後
利益輸送」 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其後在
立法會召開的聆訊上，麥齊光得到了議
員的讚揚。而有 「好打得」 稱號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亦對麥齊光工作上
「好打得」 及人格操守給予肯定，在其

退休後仍聘他出任政府 「四川汶川救災
小組」 組長，負責捐款及重建工作。

由某教育團體編撰的一本 「德育
及國民教育」教材，近日受到反對派和
亂港傳媒的強烈非議。事件值得關注。

有關教材，是供教師使用的參考
書，批評者提到，書中有 「中國共產
黨是團結、進步和穩定的領導力量」
和 「西方政黨輪換制度帶來混亂」 等
內容，因而認為內容 「偏頗」 、 「不
確」 ，有對學生 「洗腦」 之嫌。

不僅如此，反對派和亂港傳媒還
借此扯上愛國愛港教育團體每年獲得
教育當局的資助，指政府暗中 「資助
洗腦」 ……。

部分反對派和某亂港傳媒此種
「唯恐教育不死」 、 「唯恐香江不亂

」 的歪曲和渲染，固然令人不齒，而
其刻意誤導本港青少年學生抗拒國民
教育的惡毒用心，更叫人憤慨。

事實是，對國民教育的推行，特
區政府教育局是歡迎各教育機構、團
體參與教材編撰工作的，教聯會相關
團體出版的這一本，不過是十多種同
類出版物中的一種而已，不存在什麼
指定或優待。而既云國民教育參考教
材，內容自然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作

出觀察和評價，引導人們作出多方面
的思考，從而得出比較客觀的判斷。
所謂 「問題教材」 ，提出中國共產黨
是中國團結、穩定、進步的重要領導
力量，正是作者對客觀事實的一個描
述和判斷，今天領導中國這個國家的
難道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其他？今天
中國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國際地
位提高以至 「神九會天宮」 等，難道
不是國家和人民團結、穩定、進步的
結果？難道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
一點關係？

而更荒謬的是，反對派和亂港傳
媒，他們可以天天罵共產黨、年年講
什麼「六四屠城」，這難道又是客觀、
公正的描述和評價嗎？為什麼他們遊
行示威要迫令政府把「平反六四」寫進
國民教育教科書，卻不許別人把肯定
中國共產黨的內容和觀點寫進去？這
到底是誰在對青年學生進行「洗腦」？

事實是，反對派和亂港傳媒對青
少年進行 「抗中亂港」 的 「洗腦」 ，
惡果已不斷浮現，包括動輒暴力衝擊
，家長和社會人士
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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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從三沙設地級市開始，到
中國國防部表示建立南沙戰備巡邏制
度，再到中國漁政船不理會日本的抗
議，連續兩天在釣魚島海域巡航……
應對釣魚島、黃岩島此類事態，中國
不再是單純抗議，而是運用外交、行
政、經貿、軍事等手段多管齊下，給
人以 「強硬」之姿態。

更令外界關注的是，中國國家副
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在 7 日
舉行的首屆國際和平論壇上致辭時說
： 「中國將繼續妥善處理與有關國家
的分歧、摩擦，在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共同維
護與周邊國家關係和地區穩定大局。」

在當下東海、南海 「風浪」不斷
的背景下，這種表述耐人尋味。外界
視為中國未來政策將從過去的相對克
制做法轉向日益強硬。這篇講話着重
闡述了通過 「發展、平等、互信、合
作、創新」五點原則維護國家安全的
理念。在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
新型大國關係、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
定等總體表態上與之前的立場也保持
一致。

在 「韜光養晦」方針的指導下，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珍惜戰略
機遇期、致力於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
定，卻被周邊一些國家誤解為一味妥
協、忍讓，認為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
和維護地區穩定之間，是在以擱置爭
議換取和平發展的機遇，政策選擇上
似乎 「維穩」優於 「維權」。因此屢
屢挑釁中國，無端滋事，菲律賓在黃
岩島問題上的做法就是典型。

「沒有一寸領土是多餘的」，事關國家主權、
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本就應當是任何國家都
是要堅守的核心利益，所謂 「強硬」其實也是相對
克制的、再正常不過的行動。習近平的這番話是正
本清源，正告一些國家，中國不會為了維護表面上
的和諧穩定，放棄自身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等
核心利益。

「樹欲靜而風不止」。在外部力量插手干預下
，個別國家利用海權問題轉嫁國內矛盾，一再試探
和挑戰中國的底線，考驗中國的意志和決心，這種
單方面打破現狀或升級事態的行為令中方不可能再
擱置爭議、坐視挑釁。

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曉寧
指出，在當前背景下，這番話宣示了中國堅定的政
治決心。在應對挑釁的具體措施上中國可以靈活機
動，不會像有些人想像的 「必有一戰」，而 「談比
打好」是基本原則，也是一種比較評估，不是墨守
成規的戒律。他強調，捍衛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也是要有限度的使用 「適用的力量」。

無論是海監、漁政等執法力量，還是中國軍方
，目前都具備了在管轄海域建立常態化巡邏制度的
條件並訴諸實施。可以想見，今後一個時期，南
海、東海的「風浪」將是常態，中國表現出的意志
和決心也是無懼「風浪」的。未來海上維護
國家主權的一線，中國勢必更加積極
主動，有所作為。

【本報訊】據法新社金邊 12 日消息：菲律
賓外長羅薩里奧 12 日在東盟地區論壇系列外長
會議上指中國對南海問題採取欺騙和恐嚇的手
段。

羅薩里奧說： 「如果菲律賓的主權和管轄權
可以被大國通過施壓、欺騙、恐嚇和威脅動武來
詆毀，國際社會應該關注他的行為。」

將再招標南海3處油氣
另外，菲律賓能源部副部長拉約格 11 日在

馬尼拉能源論壇上宣稱，將對西北巴拉望盆地海
域、儲量十分豐富的3處油氣區塊招標，公開競
標事項7月31日開始。菲律賓方面沒有透露有關
區域的確切地理位置，但此前在這一區域的招標
活動涉及中國海域。

據《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網站 11 日報道
，拉約格稱，巴拉望地區所有資源都屬於菲律賓
，菲律賓只會提供位於菲專屬經濟區範圍內的區
域（用於招標）。拉約格表示，從歷史上看，菲
在巴拉望島附近的這些區域進行能源開採一般都
會成功，這三個油氣區塊可能也擁有豐富的石油
和天然氣資源。

法新社 11 日評論說，菲律賓是在同中國在
南海上演緊張的主權爭奪時宣布這一招標計劃的
。報道稱，中菲涉及領土分歧的石油地帶主要在菲
巴拉望島西側，和北部卡拉延島的四周。南海爭
議島嶼南威島附近禮樂灘石油儲量豐富，菲律賓
也準備進行開發，但中國堅持該區域屬於中國領
土。今年5月，菲律賓能源部曾宣布為南海爭議地
區的兩個區塊進行招標，截止日期是7月31日。

【本報訊】正在柬埔寨出席東盟地區論壇的中國外交部
長楊潔篪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12日舉行雙邊會晤。楊潔篪表
示中方願與美方加強對話，希望美國尊重中方在亞太地區利
益。

中通社引述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報道，楊潔篪說，今年
以來，中美關係繼續取得新發展。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努力，
繼續認真落實兩國元首共識，保持和加強在雙邊、亞太、全
球各層面的對話、協調、合作，不斷擴大共同點，相互尊重
，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將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精神體
現在兩國關係的方方面面，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
展。

楊潔篪表示，亞太是中美利益交織最密集、互動最頻繁
的地區。中美在亞太應構建合作共贏的良性互動模式。希望

美國尊重包括中方在內本地區國家的利益和關切。中方願與
美方繼續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亞太事務磋商等渠道就亞太
事務保持密切溝通，推進在本地區的合作，推動地區各合作
機制健康發展。

希拉里說，美國致力於發展積極、合作、全面的美中關
係。美中關係非常重要，良好的雙邊關係不僅符合美中兩國
的利益，而且還有利於整個地區。兩國之間建有包括戰略與
經濟對話在內的多種互動機制，雙方在亞太地區加強合作將
會對外發出積極信號。美方讚賞中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
上發揮的建設性作用，願進一步加強與中方的溝通協調，共
同推動雙邊關係和地區合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雙方同意今年 9、10 月在中國舉行第四次亞太事務磋商
。雙方還就中東等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看法。

楊潔篪促美尊重中方在亞太利益 菲外長妄言遭施壓

12日上午，水產碼頭整整齊齊排列着30艘漁船，
漁民們正有條不紊地做好出發前的準備工作。許多漁民
告訴記者，此刻心情激動，這是他們第一次去南沙捕魚
，祖輩曾去過，那裡的漁業資源極其豐富，三沙市的成
立以及政府的支持，讓他們信心赴南沙捕魚了。

帶領漁民前往南沙作業的是三亞海榆漁業專業合作
社負責人梁亞排，這位67歲的老人已有20多年沒有出
海打漁，以前出海最遠也只是去過西沙群島打漁。對於
此次遠赴南沙捕撈，老人表示，這是 「去老祖宗留下來
的南沙漁場作業」，希望安安全全去，滿載而歸。

前往南沙捕撈的 30 艘漁船之中，有 1 艘 3000 噸的
綜合補給船（三亞福港水產公司），為捕撈船隊提供油
、水、冰、魚貨收購、加工等服務，兼負指揮船職能。
加上29艘140噸以上的鋼質船（三亞海榆漁業專業合作
社18艘、三亞榆豐漁業專業合作社11艘），每艘捕撈
船上有 15 人左右。這是海南省歷年來最大規模的捕撈
活動之一。

漁政船做好保障準備
同時，這次捕撈不同於往常零散漁船 「單打獨鬥」

的作業模式，是漁民自發的行動，由漁業合作社和漁業
企業統一組織協調，採取編隊分組的方式進行捕撈作業
。船隊設有1名總指揮、3名副總指揮，並明確了各班
組航行期間指揮聯絡方式。船隊實行跟幫作業，每天固
定時間將船隊情況反饋給指揮小組。

此外，三沙海域巡邏漁政執法船、岸台和相關部門
已做好保障準備。海南海洋監測部門負責全程海洋氣象
預報工作，及時發布海上風浪等警報信息。

三沙漁業資源的潛在捕獲量約為500萬噸，每年的
可持續捕獲量在200萬噸，而目前海南每年的捕獲量僅
為8萬噸左右。

對此，海南省提出了從以近海捕撈為主，向近海捕
撈與外海、遠洋捕撈並舉，逐步向外海遠洋捕撈為主轉
變。把眼光瞄準西中南沙（簡稱三沙）等外海漁場豐富
的漁業資源，發展壯大外海、遠洋漁業生產，限制對資
源造成破壞的作業方式，發展資源節約型作業方式。發
動漁民 「造大船，闖深海」，採取 「公司＋漁民」或捕
撈漁民合作社等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形式，組織漁船開發
西中南沙等外海捕撈。

海南省30艘漁船自發組成2個編隊6
個小組的捕撈船隊，12日在三亞水產碼頭
舉行啟航儀式，前往南沙開展捕撈生產活
動，作業時間預計約20天，地點在三沙漁
場北緯10°南沙的永暑礁附近海域。此次
捕撈船隊赴三沙漁場作業，是漁業企業、
合作社、漁民三方抱團合力闖深海的民間
行動。

【本報記者余曉玲三亞十二日電】

「爺爺要出海了，親
一下，」12 日，老漁民梁
亞排登船前抱起 3 歲的孫

女索一個吻， 「你不親爺爺，那爺爺親親你。」
當天，由海南 29 艘漁船和 1 艘綜合補給船

「瓊三亞 F8168」船組成的漁業船隊從三亞啟程
，一路向南，朝着世代捕魚的南沙駛去。

9時30分，搬運好補給品的各船船員開始收
錨，長長的汽笛聲響起，29艘漁船一艘接一艘緩
緩離開碼頭。

船開了，梁亞排的兒子抱着女兒向老人揮手
告別。船上，漁民趴着船舷看陸地一點點遠離。

「我們排成一個隊形，有氣勢地出海。」船
隊指揮長丁秀紅和各船商定，要組成梯形編隊開
赴南海。3000噸的 「瓊三亞F8168」號在最前，
後面緊跟着排成4隊的29艘漁船，在海面上斬浪
前行。

「這是我見過最大的陣勢，有我們海南漁民
的威風！」梁亞排手持相機站在船頂，不斷按下
快門，記錄令他期待多年的時刻。

「瓊三亞 F8168」船既是補給船也是指揮船
。駕駛室中，船長林謀英正在查看電子海圖並計
算着航程， 「現在我們在鹿回頭海域，航向160
度，從這裡到永暑礁有553海里。」林謀英說，
船隊將從西沙西側經過， 「中途航行三天兩夜，
我們直奔南沙」。

林謀英早已習慣海上的航行，他說， 「出海
時間也有講究，要按農曆日期安排，因為月光會
影響燈光漁船作業」。

中午時分，甲板上哨子聲響起， 「這是召喚
船員就餐的信號，全船都聽得到，比對講機好使
，」來自四川的廚師早就將飯菜備好：紅燒魚、
冬瓜海螺湯……海上第一餐海味十足。 「冬瓜海
螺湯可是海南第一湯，出海只要不暈船就多吃多
喝，」丁秀紅說着舀了一碗，三兩口就喝了下
去……

19 時 15 分，太陽正接近西邊的海平面，落
日的餘暉灑在漁船上。不久後，南海的夜即將到
來。 「夜晚行船跟白天差不多，只是視域差了一
點。」林謀英目光緊緊盯着南方。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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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三天兩夜後，捕撈船隊便抵達南沙永暑礁航行三天兩夜後，捕撈船隊便抵達南沙永暑礁

▲十二日，海南省三十艘漁船組成兩個編隊六個小組▲十二日，海南省三十艘漁船組成兩個編隊六個小組
從三亞起錨，前往南沙開展捕撈生產活動從三亞起錨，前往南沙開展捕撈生產活動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