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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以極其卑劣的手段，拿劉翔傷病一事大作文章，更用極具煽動性標題污衊劉翔 「假
賽」 ，進而將問題無限上綱到指責整個中國運動員隊伍的行逕，其背後目的，無非是要挑撥兩地關係
，破壞國家奧運金牌選手訪港行程，破壞香港市民對運動員的歡迎熱情，以挽救不斷下滑的選舉形勢
。這種為求選票而不擇手段的做法，無法不令人憤怒。

只要安居樂業 不要顏色革命

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的過程中困難重重，使
眾多家長對國民教育形成了 「洗腦教育」的誤解，並
引起了公眾對下一代受教育成長的憂思。

國民教育涵蓋中國的經濟政治制度，文化和外交
政策以及道德規範各個不同層面的內容，為學生提供
全面概括性的國情知識體系。而引起港人不滿，家長
憂思的是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會強制推行中共和中國
的正面教材，從而扼殺學生自由討論。這個擔心的確
是必要的，但是在未有真正思考過國民教育的宗旨和
長遠性地權衡利弊的情況下，過於極端地盲目反對在
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是草率的，欠缺理智的。

對於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一些港人認為這是梁政
府上台後的政治任務。負面地看待特區政府，視特區
政府為北京政府控制香港的工具，對港人真正的需要
和訴求而不顧；對政府推行利民的政策陰謀化，政治
化。可又曾這樣想過─特區政府的每一個公務員也都
懷着一顆赤子之心，一心一意服務香港，捍衛香港的
核心價值，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沒有誰願意看到自
己的家園被破壞被污染，這樣的邏輯在香港的大眾之
間已幾近絕迹，而 「陰謀論」、 「政治利益交換」的
邏輯卻遍地開花。長此以久，香港的社會風氣也會變
得負面消極。

香港的政治生態複雜，有眾多真正愛國愛港之士
，而唯恐天下不亂者也大有人在。民眾很難不被一些
政黨的政見言詞煽動，思維變得極端負面，行為上也
易起衝突，從而無意之間也做了一些政黨的棋子和政
治籌碼，而最慘重的後果是一貫性地延遲推行真正惠
港利民的政策，拖累七百萬香港人的未來發展。所以
港人要培養理性認知，堅持公允的立場，正面地思考
香港未來的發展，真正做到格物致知（窮究事物的法
則原理而總結為理性知識）才是香港地的福氣。

香港理應是一個開放，理性和充滿正面思想的城
市，能夠匯聚中西方商業上的精髓，為中西方的各種
思想和文化提供百花齊放的平台，也同時應該擁有
「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和 「去偽存真」的智慧。這

是香港的自身定位，也是每一個真心愛港之人在做每
一件事，每一個決定之前應該秉持的價值觀和立場。

作者為觀塘區議員，博士

污衊優秀運動員令人憤怒
□谷 風

忘戰必危 文攻武衛

正當四十多位奧運金牌選手抵港訪問之際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以極其卑劣的手段
，拿奧運會跨欄運動員劉翔傷病一事大作文章
，更用極具煽動性標題污衊劉翔 「假賽」，進
而將問題無限上綱到指責整個中國運動員隊伍
。《蘋果》如此行逕，不僅無視劉翔帶傷仍堅
持參賽的優秀運動員精神，更意圖抹黑所有國
家運動員，做法無恥之極。而其背後目的，無
非是要挑撥兩地關係，破壞國家奧運金牌選手
訪港行程，破壞香港市民對運動員的歡迎熱情
，以挽救不斷下滑的選舉形勢。這種為求選票
而不擇手段的做法，無法不令人憤怒。

陰謀論責劉翔不得人心
在剛結束的倫敦奧運會上，市民享受了一

次視覺與精神上的盛宴，來自中國隊的逾千名
運動員以高水平的競技贏得世界人民的尊重。
但運動場上從來沒有永遠的贏家，金牌只有一
面，沒有獲得金牌不代表失敗。以沒有獲得金
牌來指責運動員，是極其自私的行為。

跨欄運動員劉翔，自2004年奪冠後，一度
成為世界華人心目中的運動英雄，因為他不僅
打破了世界紀錄，更打破了該項目亞洲人零獎
牌的紀錄，意義非凡。猶記2004年他訪港時，
市民走上街頭歡迎的熱烈情形。然而，奪冠後
的劉翔飽受傷病折磨，屢次接受膝部手術，
2008年更因傷退出比賽。但他沒有放棄，更沒
有被一時的失敗所擊倒，一次又一次勇敢地站
在跑道線上。2012 年更是連續獲得國際田聯
鑽石賽、挑戰賽的五塊金牌，足以證明他的
實力。

但英雄總有退出舞台的一天。儘管劉翔努
力克服病痛，但自然的規律不能為人的意志所
轉移。倫敦奧運會資格賽上的 「折翼」，跟腱

斷裂無法完成比賽，這種結果令許多支持他的
人不解，甚至是不滿。但傷病是鐵一般的事實
，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講，如果擁有奪冠實力的
話，劉翔沒有理由不拚盡全力，不可能以如此
遺憾的形式結束他的運動生涯。任何對他未能
完成比賽的陰謀論，不僅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更像是一種不成熟的意氣之舉。

以唱衰劉翔谷選情可悲
運動場難免會發生意外，而為應對這種意

外，負責轉播的電視台，同樣要做好 「應變」
措施。所謂 「應變」，當然有不同的方案。如
果說有哪一家大型電視台不去做這種預案的話
，那才是騙人不負責任的說法。幾天前，央視
田徑解說員楊健在研討會上透露，在倫敦之前
劉翔的傷不太好，但其所得到的信息和大家是
一樣的；直到劉翔到倫敦後、110 米欄預賽開
始前，他通過自己的渠道得知，劉翔其實已經
受傷。於是楊健便根據自己十一年解說田徑比
賽的經驗，準備了四種預案：一、很難完成比
賽，中途受傷下場；二、艱難完成比賽，沒有
晉級；三、艱難晉級，下一槍比起來不知道會
怎麼樣；四、在賽道上沒法出發。

楊健在研討會上所說的，並沒有任何新的
內容，他只是比觀眾早知道劉翔有傷在身，但
並不掌握所有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名
優秀的解說員，必須向觀眾負責，對可能發生
的事件及早綢繆，難道這樣做也有錯？而難道
解說員對自己工作進行準備，就是劉翔比賽失
敗的所謂證據？難道劉翔只要參加比賽就必須
贏、輸了就等於 「欺騙十三億中國人」？如此
邏輯，簡直荒天下之大謬。事實上，如果劉翔
沒有站在跑道線上，提早宣布退賽，其結果必
然是同樣洶湧的批評聲。

有些市民對劉翔的失敗存在不理解的情緒
，這完全可以理解。所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但《蘋果日報》對劉翔進行惡毒的污衊，卻

有着本質的區別。這份長期受美國人操控的反
對派喉舌報紙，從來無視基本的傳媒道德，膻
色腥無所禁忌，而捏造新聞、顛倒黑白更是無
日無之。而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所有工作目的
，全為服務於反對派的整體選情。早前的眾多
抹黑新聞、 「赤化香港」、 「割地賣港」新聞
等等，都是出於選票的目的。但由於反對派本
身難得民心，儘管《蘋果》無所不用其極，其
支持率仍不穩定，眾多調查更顯示將難以獲得
預期的席位。再加上近期保釣事件激起香港人
的國家認同感，破壞了反對派所期望的選舉氣
氛，為此，令反對派心急如焚，極力尋找反擊
機會。

挑撥矛盾以挽劣勢可惡
四十多位倫敦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港，無疑

是一件市民歡迎、人人樂見之事。事實上，世
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金牌運動員地位堪比戰場
上的英雄，廣受人民愛戴。早前如韓國、日本
，乃至英國、俄羅斯的運動員舉行勝利巡遊，
萬人空巷的震撼現場情形，令人印象深刻。可
以想像，當國家運動員在香港展開連場活動時
，香港市民必定熱情高漲，而這種情形，必然
是反對派所不願看到、所害怕痛恨的場面，擔
心選情受到影響。正因如此，《蘋果日報》藉
央視解說員 「四套」解說方案曝光一事，攻擊
劉翔 「假賽」、 「騙子」，意圖破壞氣氛、挑
撥矛盾，以挽救反對派的選舉劣勢。

劉翔是一位悲劇英雄，但他畢竟曾是一位
英雄。他斷不會料到，當他失敗了，會遭到香
港反對派的如此政治攻擊。善良的市民，看到
反對派及其喉舌《蘋果》的如此做法，能不心
涼？在這些人的眼裡，已沒有是非之分，更不
用談道德底線，眼中只有政治利益。選出這樣
的人進入立法會，香港還會有前途嗎？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自公民黨成立伊始，筆
者已經指出，這是一個對香
港和 「一國兩制」最具威脅
，危害最大的政黨。因為，
這個政黨有太多的政治野心
。他們對民生漠不關心，所

有着眼點只在於奪權。果然，公民黨成立不久，便
赤裸裸的暴露出他們的野心，公開宣稱要成為香港
的執政黨。近年來，公民黨更是變本加厲，不惜破
壞香港社會安定以圖達到癱瘓政府，然後取而代之
的目的。

公民黨反赤化別有用心
最近，公民黨參加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他們

不談發展香港經濟，不談港人最關心的民生議題，
不談貧富懸殊的解決方法，不談增加就業，不談改
善老年人的福利保障。而是提出令人震驚的政治口
號， 「反對赤化」。8月12日，公民黨舉行選舉大

騷，題目竟然叫做 「香港人還以顏色大行動」，各
候選人及支持者分別穿上不同顏色的T恤，寓意香
港 「不要赤化」，以行動 「還以顏色」，意圖在香
港實行 「顏色革命」。

所謂 「顏色革命」，是指 21 世紀初期一系列
發生在獨聯體國家和中亞地區的以顏色命名、以和
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如 2003 年
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2004
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以
及發生於 2005 年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
（Tulip Revolution）等。 「顏色革命」都有如下
的共同特徵：一，公開質疑合法政府的合法性，公
然要對抗和推翻合法政府；二是利用手機和互聯網
進行動員群眾進行街頭鬥爭；三，主張採用美式的
政治體制，組成追隨美國的傀儡政權；四，利用意
識形態問題大搞分裂活動，製造社會動亂。從公民
黨的一系列活動所見， 「顏色革命」已具雛形，只
待水到渠成，便會發動全面進攻。

其實，香港回歸十五年來，公民黨一直和美國
眉來眼去，並且通過各種渠道，收取外國反華勢力
的資助，成為反中亂港的馬前卒。最近，公民黨組
織了由李柱銘、余若薇、郭家麒帶領的選舉巡遊，

打出的 「反對國民教育」的旗號，並撕破寫上 「共
產黨萬歲、民主集中制好、腦有問題便要洗」的紅
紙，大喊 「反洗腦」、 「反對赤化」的口號。明眼
人都可以看出，公民黨醉翁之意不在酒， 「反對國
民教育」其實就是不願認同自己的國家； 「反對赤
化」更是明目張膽的對抗中央政府，拒絕接受中華
人民共和國合法的現政權。公民黨的所為，很明顯
的超越了井水犯河水的界限，將香港推向極為危險
的邊緣。

不准反華勢力干預港政
當然，公民黨中人也不是傻瓜，他們明知不可

能在強大無比的中國政府的眼皮底下進行一場 「顏
色革命」，他們採用的是溫水煮蛙的手法，以無痛
手術進行偷天換日。首先，他們不斷打擊特區政府
威信，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然後，他們組織各
種各樣的群眾活動，製造社會混亂，操控輿論，蠱
惑人心，爭取自己的支持者；最後，他們會利用
2017 特首普選的機會，推出悉心培養的代理人
，參加特首選舉。若目前香港的政治環境不改變
，2017 特首普選反對派的突襲是完全有可能成

功的。
這些年來，公民黨已多次對中央政府的底線進

行試探，如 「五區公投」、 「公民起義」，其實就
是 「顏色革命」的預先演習，最近公民黨又全力反
對國民教育，他們聲稱，教育青少年認識國家、培
養國家主權的意識，承擔公民責任就是 「赤化」。
此外，他們還公開反對擁護中國主權的愛國者擔任
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及立法會議員，這說明公民黨
已經公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禮，一場隱性的 「顏色
革命」其實已經悄悄地開始了。

這次選舉中，公民黨的主席陳家洛空降到香港
島區參選，連余若薇也要讓路，改為到新界西參選
，而身為現任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也要屈居名單
第二，基本上肯定要落選，這樣一種極為詭異的布
局，說明了幕後人並不滿足今日香港的政治形勢，
他們要趕及在 2017 之前，將美國苦心栽培出來的
，有 「顏色革命」理論和技巧的代理人部署在更顯
著的位置上，推動香港走向分裂。以求在 2017 選
戰中一戰功成，若這陰謀得逞，那將是香港的一場
災難。

因為，中央政府絕不會坐視外國反華勢力干預
香港的內政，絕不會允許香港成為西方強國的反共
基地，這將改變今日香港的生存模式，給香港帶來
不穩定的因素，影響我們目前享有的自主和自由，
因此，有遠見的香港人應該有所警惕，向公民黨及
一切政治野心家大聲說不，我們只要 「穩定繁榮」
，不要 「政治鬥爭」；只要 「安居樂業」，不要
「顏色革命」！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自從美國實施 「入亞」戰
略以來，亞洲動盪日益加劇。
日本不僅鞍前馬後，充當美國
新戰略的馬前卒，而且上躥下
跳，小丑般把亞洲搞得烏煙瘴
氣。島爭一個接一個，軍演一

場接一場，忽如一夜暴風來，亞洲平靜不復再。筆
者以為，這是經濟全球化以來最為嚴重、事關全局
的世界動盪，標誌着美日肢解中俄、稱霸世界的圖
謀已變為行動，中國必須調整戰略。

霸權戰略 肢解中俄
尹卓少將近日在 「人民網」強國論壇指出：美

國戰略理論核心，是麥金德《地緣政治學說》和馬
漢《海洋霸權理論》二者合一。該理論認為，美國
要稱霸全球必須控制歐亞大陸板塊，而此板塊上兩
個最大國家，即中國與俄羅斯。只有制服、肢解這
兩個國家，才能稱霸全球。所謂美國戰略，就是遏
制中俄戰略。當年葉利欽政府政治上禁止俄共，意
識形態上宣揚西化，經濟上搞休克療法，軍事上與
美國、北約合作，換來了什麼？是美國最大力度肢
解俄國，並肢解成功。中國沒上這個當，居然成了
第二大經濟體，無疑是太歲頭上動土，戳破美日肺
管！尹卓指出，中俄不管是什麼社會制度，什麼意
識形態，美國必須肢解這兩個大國。長期以來，中
國對美日不乏誠心，以韜光養晦忍讓，花大把鈔票

扶養，說善言善語撫慰，用戰略合作安撫，結果如
何？美日已剝去偽裝， 「中國威脅論」、 「用民主
價值觀改變中國」、 「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等等鬼
話，統統現出騙術原形，赤裸裸暴露出肢解、遏制
中國的險惡用心。

被迫無奈 中俄聯手
目前，美國把60%的航母、艦隻和潛艇調派到

太平洋，加上日韓及南海諸國軍力，已對中俄形成
圍堵之勢。中俄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老二，
無論是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結，還是俄羅斯人民的強
國夢，都不允許把自己當成砧板上的肉。近年來，
中俄不斷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國崛起使昔日
老大哥不再牛氣，普京表示俄 「要向中國學習、要
走中國式道路」。中俄都有反美霸歷史，又都與日
本有領土糾紛，面對老對手新敵人，中俄軍事聯手
，既是對美日韓的牽制，也是反制，將對美日韓構
成極大壓力，讓他們也感受一下大兵壓境的震撼。

前不久，中俄 「海上合作-2012」大型聯合軍
演，被媒體稱為 「規模史無前例」。中國國防部發
言人楊宇軍說： 「此次演習旨在深化中俄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提高共同應對新挑戰、新威脅的能
力，維護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俄海
軍副總司令蘇哈諾夫說： 「這是中俄海軍近年來最
大規模的協同。」日本《讀賣新聞》報道， 「中俄
聯合軍演意在向日美韓顯示對抗實力。」韓國《東
亞日報》指出， 「中俄演習向美國發出警告，顯示
中俄在東北亞的海上主導地位不會被美國取代」。
俄《共青團真理報》網站鮑利斯說： 「中俄應該結

成軍事聯盟，只有這樣才能阻撓北約和美國在全世
界橫行霸道的步伐。」

調整戰略 加強武力
日本 「慰靈團」近日抵達釣魚島海域祭拜，包

括議員在內的十人登島並展示日本國旗，日方宣布
「今後不准中國人再登釣魚島」，可謂囂張至極！

面對空前嚴峻局勢，中國已經調整戰略。首先是文
攻：以黃岩島事件為發端，從過去 「留聲機般的反
覆抗議」，改為尋求和解之外的話語方式，無論外
交辭令還是官媒措詞，都顯示出從和談轉向文攻的
戰略調整迹象。其次是武衛：7月24日中國發射了
世界最先進的 「東風-41」洲際導彈，此舉令外媒
驚呼 「美國暴怒，日本膽寒」。 「華盛頓自由燈塔
」網站說， 「東風-41 最大射程約 1.4 萬公里，從
中國東部或北部發射，足以打擊美國全境。」英國
《簡氏防務周刊》稱 「這將嚴重動搖美國反導系統
的可靠性。」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卡博則警告說，
「僅東風-41的核彈頭就足以瞄準每一個人口超過

五萬的美國城鎮……意味着美國在亞洲增強核威懾
力量的終結」。美國雖然強大，中國也非軟柿子，
雙方開戰美方絕無必勝把握。

筆者以為，虎象相爭並非上策，因為中美合則
兩利鬥則兩傷。無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美日非要
以肢解中俄、稱霸世界為快。美日向以 「威脅論」
為本，中國卻以 「威脅論」為懼，何也？綏靖有害
，忘戰必危。力挺中國調整戰略，加大武力威懾，
方可最大限度阻止霸權主義肢解中俄，分裂世界。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反對國民教育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反對國民教育
，他們不惜將港英政府歌功頌德，但又對英國人不希望香港人中華
民族意識抬頭直認不諱，言詞反駁，互相矛盾。

在本月 13 日的一篇文章裡，吳志森這樣說 「香港被殖民 150
年，英國人既不希望香港人中華民族意識抬頭，更害怕港人衍生出
本土意識，兩者都對殖民統治不利。」但筆鋒一轉卻寫着 「對人權
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堅持，對獨立思考批判精神的執著，是英治
150年留下來的珍貴遺產，成了本土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
國民教育， 「香港回歸，表面上，實行的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宗
主國換了，但殖民心態仍然未變。有計劃有部署地打壓要求當家作
主、漸趨抬頭的本土意識。用國民洗腦教育，增強港人的民族
主義， 『不要問，只要信』，臣伏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中
國神話。」

從以上的三段文章，筆者曾反覆重看多次，仍不明白吳志森說
的是什麼大道理，既然英國人不希望香港人中華民族意識抬頭，更
害怕港人衍生出本土意識，他們自然以高壓手段去阻止港人去獨立
思考，什麼人權、民主從來都不是他們主要鼓吹的議題，要求 「不
要問，只要信」是英國人，要求港人臣伏的又是英國人，又如何能
成為 「英治150年留下來的珍貴遺產」，在英國人統治下，港人要
萬般依順，對政府的施政只能說是，不能說不，又何能可以獨立思
考呢？

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港人加強民族意識便成理所當然，推廣
國民教育又如何與 「殖民心態」扯上關係？根據教育局於今年4月
編制了一本小一至中六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其中附
錄四中有關爭議性議題的學與教中提及，面對較尖銳的價值衝突議
題時，教師不應迴避、否認或拒絕討論任何議題，並協助學生以獨
立及明辨是非的態度考量各方的理據，作出情理兼備的判斷，而非
吳志森所說的 『「不要問，只要信」，臣伏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大中國神話。』吳志森盲目將港英政府歌功頌德，又故意將國民教
育扭曲，以虛假事實和荒謬歪理去瞞騙市民，大家要分清真偽。

港人需加強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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