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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回歸十五年中，政府在人心回歸、尤其是國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香港一些人
士提出所謂 「拒絕大陸化」 的綱領，這不僅與 「一國兩制」 的方針背道而馳，是過度演繹 「兩制」 ，
而且也是脫離現實的臆想。因為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香港大多數人還是愛國的，他們不會
因為少數人士的口號而改變自己的愛國立場。

既反保釣又反國教？ □李明俊

由圓桌精英有限公司出版的《我
們的留學歲月：幾代香港學者的集體
回憶》終於成功面市。該書由沈旭輝
博士策劃，收錄了二十八名於上世紀
六十至八十年代留學海外的本地學者
的文章，當中大部分學者留學英、美
，也有小部分留學日本及澳洲等地。

筆者有幸獲邀為其中一位作者，撰寫在美國留學的生活
點滴。

美通識教育出色
1968-1978年留學美國，距今雖已有三、四十年光

景，但是，短短十年卻讓筆者畢生難忘、獲益良多。深
感美國通識教育非常出色，便以 「美國通識教育 一生
受用」為題，憶述當年在美國校園上堂的趣事。

筆者分別在密蘇里州、內布拉斯加州及堪薩斯州完
成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這三個州都位處美國中西部
的心臟地帶，鄉土氣息較濃、富人情味。當地教授大多
誠實和坦白，有碗話碗，有碟話碟，說話絕不拐彎抹角
，或迴避某些問題。

東西岸等國際名校則不像中西部般開通和坦率，因
為這些學校和政府及權貴的聯繫緊密，為高官的搖籃，
不少這些學校的教授或畢業生步入政壇，成為政府要員
，而一些政府高官退任後亦會到這些學校進行講學或擔
任校長等職位。由於受到複雜的人脈關係和利益關係捆
綁，又或要顧及政府政策的需要，很多教授並未暢所欲
言，打開心窗說亮話。

筆者在堪薩斯大學地理系修讀博士學位，該校地理
系在當時位列全美前五強，不少有分量的地理教授在該
校任教，他們都是博學而坦率，在堂上總是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例如在歷史堂上，教授會如實地呈現十九世
紀美國白人如何誅殺印第安人，導致該種族差點滅絕，
更有不少教授視這段歷史為美國一個恥辱。

另有一位地理學的名教授讓筆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專長研究文
化地理及政治地理，其中一門課是講述美國在十九世紀時期的領土
擴張，他鉅細靡遺地描述美國如何由東岸十三個州向西、向南、向
北擴張至現今的五十個州，最終在北美大陸雄霸一方。

該名教授又在堂上表示，中世紀歐洲平民百姓的生活十分艱苦
，傳染病如黑死病等經常肆虐，當權者卻勞民傷財，耗用大量人力
物力建造出金碧輝煌的教堂，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制度和
現象是否正義和公平的呢？這問題非常尖銳，令筆者感到如醍醐灌
頂，大開眼界。

記得在一次聖誕酒會上，該教授曾問筆者是否有興趣跟他完成
博士論文，還提議用義和團的 「庚子事變」作為論文主題。為什麼
他會找上一個中國留學生研究該題目呢？原來他很有興趣知道中國
人如何看待義和團事件，因為在美國只能接觸到西方的觀點，他希
望筆者能翻查當時的中國報刊雜誌，如上海申報等評論及官方的文
件記錄，研究中國人的觀點和看法。

博古通今增見聞
現時港人能接觸到的歷史書籍，只知義和團野蠻落後，當時的

中國人不懂國際交往的慣例，怎會料到有西方的學者竟然有興趣知
道，當時的中國人是怎樣看待該事件的？

現在回想，在美國中西部接受教育的十年確令筆者擴闊視野，
竅門頓開，很多教授的說話仍記憶猶新。俗語說： 「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多涉獵不同國家、不同觀點的書籍、報章和雜誌，多和
五湖四海的各方高人溝通，多談論世界大事及學術性的知識，才能
博古通今、增廣見聞。

筆者認識不少曾在美國留學的人士，他們很多都是見識廣博，
具批判思考的能力。反之，一些留學英國的人士只會對英國文化頂
禮膜拜，全盤接收別人的觀點。回顧香港被英國統治的一百多年，
很多知識分子也是被教化得服服貼貼，深受英國文化洗禮，相信英
國文化的絕對優越性。

英國的大學教育是否如美國中西部大學般開明和坦白，對過去
的歷史污點及文化的陰暗面毫不保留地說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
利益和權威，只對學生宣揚大英文化美好的一面，只有留英的學生
才知道？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
□顧敏康

揭日搶島內閣決議陋行 □鄭海麟

周八駿先生曾經發表
《淡化「一國」是錯誤評述》
的文章（《大公報》2012年
7 月 17 日 A12），讀後頗有
同感。意猶未盡之下，也打
算對 「一國」這個題目做進

一步的探討。為了方便，特摘錄其一段文字。
周先生在文中批評了一個觀點，即認為胡

錦濤主席在今年七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
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
上的重要講話中，關於 「把堅持 『一國』原則
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保障香
港社會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積極開展對外交往
和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有機結合起來
，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的新表述，是中央對
「一國兩制」的解說回到了香港回歸初期。按

照這種觀點，香港回歸初期 「一國」是虛的，
而 「兩制」是實的；2003年 「七一遊行」後，
北京對 「一國兩制」的官方解說，是凸顯
「一國」的優先地位；而 「當前香港的政治

情況較特區成立初期遠為複雜，作此改變，
或許是凸顯 『一國』為本的官方解說已經沒
有需要。」

「一國」 優於 「兩制」
不知道認為 「一國」為虛、 「兩制」為實

，進而認為中央也要凸顯 「兩制」的作者依據
什麼得出此結論。也許，他是依據了胡主席講
話中 「不能偏廢」這句話。可是，即便照字面
解釋這句話，也不能得出 「一國」為虛、 「兩
制」為實的結論。仔細閱讀胡主席的講話，就
不難發現這句話的本意是指在堅持 「一國」原
則的同時要兼顧 「兩制」，顯然 「一國」優於

「兩制」。《基本法》第五條規定： 「香港特
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這裡的 「五十年不變」，既可以解讀為五十
年以後香港繼續其原有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
，也可以解讀為五十年以後香港不再保持其原
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是，不管香港的
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五十年以後是否發生改
變， 「一國」的情況是不會改變的，即《基本
法》第一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港大多數人愛國
因此，按照《基本法》第一條和第五條進

行合理推斷，就可以發現 「一國兩制」中的
「兩制」應該是為了順利過渡的需要。實行
「兩制」的目的是要讓香港在回歸祖國之後，

市民有足夠的時間實現 「人心回歸」。不可否
認，回歸十五年中，政府在人心回歸、尤其是
國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這固然與政府
本身的施政能力和水平有關，但也與一些港人
刻意將自己與中國人分割，拒絕接受與內地互
動有密切關係。因此，才會出現抵制國民教育
、提出 「拒絕大陸化」的言行；才會將 「新界
東北新發展區」這樣一個有利於振興香港經濟
的計劃醜化為 「割地賣港」，好像香港是獨立
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似的。

「拒絕大陸化」的政綱似乎是在模仿台灣
民進黨的 「去大陸化」，但是，這些模仿者似
乎沒有看到，連一貫主張 「台獨」的民進黨人
士也在紛紛登陸參加學術活動，了解和感受大
陸的經濟文化發展，用行動放棄 「去大陸化」
。香港一些人士提出所謂 「拒絕大陸化」的綱
領，這不僅與 「一國兩制」的方針背道而馳，
是過度演繹 「兩制」，而且也是脫離現實的臆
想。因為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香港
大多數人還是愛國的，他們不會因為少數人士

的口號而改變自己的愛國立場。不信，請看以
下三例！

國民教育大勢所趨
前些天，三位航天英雄景海鵬、劉旺及劉

洋訪問香港，在香港再次掀起航天熱潮，增加
了港人對國家民族的了解和認同。他們在訪港
結束乘船離開香港時，大批市民自發來到港澳
碼頭，送別航天英雄。他們在香港期間參加了
其中的一個節目── 「全港歡迎神舟九號載人
航天代表團大匯演」。而大匯演的門票在不到
半個小時就被搶光。這些已經證明：香港市民
希望看到英雄風采，希望與他們互動，為祖國
有如此驕人的航天進步感到自豪，沒有人會去
想自己是否會被 「洗腦」，人們自覺接受 「國
民教育」課。

航天英雄剛離去，倫敦奧運會中國全部金
牌健兒也將於本月 24 日至 26 日訪港，與香港
市民見面及出席表演活動。據悉，倫敦奧運金
牌運動員訪港示範表演門票開售不到兩小時，
門票就被 「一搶而空」，有市民通宵排隊，只
為帶女兒一睹奧運羽毛球冠軍 「超級丹」的風
采。通過與金牌健兒見面，香港市民也一定會
為運動員努力拚搏，為國爭光的精神所感動。

香港連同澳門、內地的保釣人士，發揚視
死如歸的精神、衝破日本艦艇的封鎖阻攔，成
功登上釣魚島，最後被日方無理扣押。全球華
人，包括香港廣大市民，既對這些勇士保衛國
土的壯舉表示敬意，又對日本搶佔釣魚島並逮
捕我保釣人士表示憤怒。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
第二天釋放所有十四名勇士，無疑與國家實力
逐漸強大，中央和特區政府義正詞嚴地抗議和
施加壓力緊密相關。誠如有人指出：保釣行動
在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爭議聲中橫空而出，正是
一次最真實的愛國情操體現，凸顯國民教育對
下一代的必然性。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回歸之後，香港的學校十五年來一直推行德育和
國民教育，香港的小學生和中學生比港英時代成長的
一輩的學生，更加有國民觀念，更加認同香港和內地
應融合的道理。這使美國人及在港追隨者們忐忑不安
。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日益縮小、選舉的支持率持續下
降。他們中越是親美顯著的，輸得越慘。

大打 「反對大陸化」 牌
到了最近，香港的反對派突然提出了 「反對國民

教育」 「要發動罷課」的選舉議題，大打 「反對大陸
化」的牌，其國際背景正是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
心戰任務。從 2011 年開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就不
斷發表 「重返亞洲」的演說，她毫不諱言要對付中國
，壓制中國的崛起，極力宣傳美國重返亞洲，就是要
推動亞洲的民主模式、經濟模式，亞洲地區的自由原
則，要以美國的模式作為標準。尤其是東南亞國家，
都要按照美國模式前進，最好的例子就是緬甸。即使
是香港，也要按照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模式，要同

內地劃清界限，要為香港進行影響內地進行 「顏色革
命」製造條件，要改變中國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意識
形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的親美人物黎智英及接受
他的名義下的捐款的政黨，立即如奉綸音，隨着希拉
里的講話調子起舞，香港的美國總領事也忙得不亦樂
乎，提醒香港的某些傳媒和某些政黨人物，要注意希
拉里的講話，體會其精神。

在這樣的有計劃的安排下，今年9月的選舉突然
變調門，要全力反對 「國民教育」，反對 「大陸化」
，作為選舉的政綱。美國遏華色彩非常濃厚。第一，
香江的專業人士北上提供現代化專業服務，配合大陸
的經濟轉型，大大提高中國服務業發展的步伐，中國
有可能在 2020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超越美國，成為了
世界上生產總值第一位的國家。這是作為世界頭號霸
主的美國決不能容許的。壓制中國崛起，首先就要破
壞和阻撓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關係和合作和一切基建，
而在香港散播反對大陸的情緒，反對國民教育的鬥爭
策略，就是呼應美國的壓制中國崛起策略。第二，要
壓制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美國首先全力破壞中國經濟
建設所需要的和平合作環境。過去三十年，中國模式
在亞洲受到了重視，中國和亞洲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
，成為了大勢所趨。誰也知道，也就是世界未來十年

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這個經濟最勁的經濟體系其發
動機就是中國。因此，離間和破壞中國與亞洲國家的
經濟合作，使亞洲國家與中國出現領土糾紛，化玉帛
為干戈，成為了美國的優先策略。大力利用日本的經
濟困境，鼓吹日本向外擴張，突出美日安保條約，美
日頻繁進行軍事演習，針對中國，並推動釣魚島的局
勢惡化，也成為了美國的國策。

「重返亞洲」 為圍堵中國
美國人這一次 「重返亞洲」，是二戰後美國對世

界各國 「分而治之」總政策的延續。最近，美國在亞
洲國家之中挑撥離間，製造矛盾，坐收漁人之利，並
不是某一個美國政客突然想出的計謀。這是美國二戰
後對全世界 「分而治之」 「製造矛盾」總策略的一部
分。日本一直得到美國的扶植，作為對付和牽制社會
主義國家的一頭獵狗，美國在戰後沒有把日本天皇作
為戰犯審訊，保留了軍國主義的核心靈魂人物，保留
為日本右翼的精神支柱。美國宣布承認蘇聯佔領日本
北方四島，但是，又同時給予日本經濟和軍事的支持
，就是讓日本、蘇聯之間保持尖銳的矛盾，美國迫使
日本不得不依賴美國的保護傘，操縱着日本的命運。
在韓國和日本之間，美國也蓄意製造領土糾紛，美國

支持韓國一早就佔領了獨島，使得日本咬牙格格，日
韓關係緊張，美國又可以從中操縱這兩個國家的關係
。釣魚島從來不從屬於琉球群島，一直受到台灣宜蘭
的管轄。美國在七十年代把釣魚島交給日本行政管理
，完全違反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在密蘇里
州戰艦上簽署的無條件投降議定書，違反了戰敗國必
須把領土交回戰勝國的莊嚴承諾。美國玩弄權術，就
是利用日本牽制中國，製造日中矛盾。至於南中國海
的島嶼，美國的花招就更多了，鼓勵菲律賓侵佔南沙
群島的島嶼，提供退役的戰艦，還和菲律賓進行軍事
演習，為菲律賓撐腰，製造了以小欺大的國際先例。
說到底，就是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美國借勢出售軍火
，為軍火商製造聚斂財富的機會。

在圍堵中國的大背景下，香港就是美國的一個重
要心戰室據點。 「顏色革命」的特色就是利用互聯網
，利用學校校園的關係，組織年輕人上街遊行示威，
不認同當地的政府，分化群眾，製造重重令政府難以
進行管治的社會話題，癱瘓交通、癱瘓政府機構和立
法機構的運作，等待時機配合美國的武裝干預。這種
下三濫的手段已經在中亞細亞和東歐、中東和北非上
演過了，現在美國代理人就要準備一種新的香港模式
。反對國民教育，進行罷課，就是一種癱瘓香港政府
管治的一種方式，也可以作為九月份選舉進行奪權的
一個政治話題，也可以配合美日之間的互相勾結，侵
犯中國的領土主權。並且在香港的某些中國人中間，
散播 「保釣是民族主義氾濫」、 「釣魚島早已是日本
的領土」的謬論，在香港某些沒有政治經驗的年輕人
中間製造分化，在香港與內地之間製造對立情緒。蘋
果日報的 「反保釣」和反對派 「反對國民教育」，是
孖生怪胎，港人不可以不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駕駛的 「啟豐二號」
成功突破日方的重重圍堵，船上 14 位成員於 8 月
15 日成功登上釣魚島，此消息令全球華人揚眉吐
氣，深受鼓舞。另一方面，日本官方為配合其將釣
魚島 「國有化」的計劃，加緊其對釣魚島歸屬日本
的輿論宣傳。日前，日本外務省在其網站上再次推
出年來新增加的中文版《關於尖閣諸島領有權的基
本見解》（簡稱 「尖閣見解」），強調日本在中方
所稱的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

在日本外務省發布的中文版 「尖閣見解」中，
曾反覆強調日本領有釣魚島列嶼是通過1895年1月
14 日的 「內閣決議」，將該列嶼正式劃入日本的
「領土版圖之內」。此說成為日本歷次官方發言人

用以與中國交涉釣魚島列嶼主權歸屬的持論依據。
因此，欲明日本佔據釣魚島的來龍去脈，首先必須
弄清楚其 「內閣決議」究竟是怎麼回事。

甲午戰爭前不敢明佔
據 「日本外交文書」和 「日本水路志」等史料

記載，日本官方是在 1885 年前後，為推進南侵台
灣的計劃，需要了解由琉球群島至台灣之間的地理
環境，才通過英國人的海圖了解到釣魚島列嶼的存
在的；並且還了解到這些島嶼與舊琉球王國毫無關

係，而且早已有中國的命名，屬於清國的領地，因
而暫時擱置了將其納入日本版圖的舉措。

「日本外交文書」卷 13 錄有明治十八年
（1885）9月22日，時任沖繩縣令的西村舍三在致
內務卿山縣有朋的呈文中提到： 「有關調查散布於
本縣和清國福卅間的無人島事宜，該島……恐與
『中山傳信錄』記載之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等

屬同一地方，此事不能無疑。倘屬同一地方，則顯
然不僅為清廷冊封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稱
，向為航行琉球之目標。因此，要與這次大東島一
樣，調查時即建立國標，仍有多少顧慮。」正因為
顧忌清廷的反應，明治政府此時還不敢貿然將釣魚
島列嶼劃入版圖。

及至甲午戰爭爆發，日軍獲勝。1895年1月14
日，明治政府不等甲午戰爭結束，便於1895年1月
14 日秘密地通過 「內閣決議」，單方面決定將釣
魚島列嶼 「劃歸」沖繩縣管轄。這一舉措完全不符
合國際法，因為呈請 「內閣會議」裁決的文件中使
用了 「秘」字，意思是不能向外公布的。而根據國
際法要求，領土的取得一定要向國際社會公布。

「日本外交文書」卷 23 錄有明治二十七年
（1894）12 月 27 日內務大臣野村靖致外務大臣陸
奧宗光的信函，此函標題為 「秘」別（朱書）第
133號」，即標題冠有 「秘」字，後列有請求內閣
會議裁決的 「附件」（即 「朱書」）云： 「位於沖
繩縣下八重山群島西北方的久場島和魚釣島，從來
屬無人島。近因有至該島試漁業者，有加以管理之
必要，該縣知事乃呈文擬請列入所轄並建立標杭。

如上，為承認該縣所轄，並依請求建立標杭等事，
擬呈請閣議裁決。」

一封無任何法效秘函
由於甲午戰爭勝券在握，日本已無須顧忌清廷

的反應。因此，外務省此次對提案毫無異議，次年
（1895）1月11日，陸奧外相答覆野村外相表示：
「關於本件，本省無其他異議，請悉照預定計劃，

並加以適當處理為荷。」結果在同月 14 日的閣議
中，決定照前記內務省的請議案，將釣魚島與久場
島劃入沖繩縣所轄，並建立標杭。同月 21 日，內
務大臣指令沖繩縣知事 「有關建立標杭，悉照請議
」。

以上即為日本內閣會議裁決定將釣魚島列嶼劃
入沖繩縣管轄的過程。由 1885 年的 「仍有多少顧
慮」到 1895 年的 「悉照預定計劃，並加以適當處
理」，前後歷時九年有餘。日本竊佔釣魚島列嶼可
謂處心積慮，整個過程皆屬秘密進行。此外，必須
指出的是，將領土編進版圖，屬於國內法的行為，
其中 「內閣決議」文件也需有天皇的印章，才具國
內法效力，而這份 「內閣決議」文件中卻沒有。因
此，這是一份既沒有國際法效力，也沒有國內法效
力的文件。從 「日本外交文書」收錄的文件來看，
所謂 「內閣決議」，只不過是批覆了內務卿請求外
務卿轉呈的秘密信函，這種秘密信函對領土取得毫
無國際法效力可言。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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