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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主辦中國歷史與國民教育座談會系列之七．完

手冊不等同課程 別抓不放
賈西平：大家剛才的發言都是為香港

的未來說話，教育問題是有關下一代。大
家對香港的未來仍是有擔憂，大家的擔憂
不無道理，國民教育不單是香港的問題，

就你們剛才說的有大陸的、中史的、各種
各樣的因素在裡面。

因為這些問題的積累，發展成今日國
民教育的問題。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也

不能離開大陸那邊整個大環境的改善等等
。但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解決的，有些是
無力解決的。無力解決的，我們就放下來
。現在就是談一談，在能力範圍內，我們
可做些什麼。

謝凌潔貞：有一點我想講，在我看來
所有政治制度都是中立，最重要是平衡。
譬如說歐美、菲律賓，她們都有選舉制度
，都有政黨輪替，但她們其實操作起來很
不同。我相信香港要找自己的路。剛才狄
志遠先生說的行政吸納政治，這是七十年
代提出的論說，是針對當時的論述。那時
政府是非常強勢的行政主導，但現在很多
環節都不同，是否應該考慮跟從？那時的
模式是否適合現在？你說的新界東北發展
問題，我在想，政府是否有足夠平台發出
訊息，就說國民教育，我發現很多信息
「出不來」。我們有時候也覺得很無助，

我們說了好多次，那本 「中國模式」國情
教學手冊不等於國情教育科課程，但現在
依舊有一班人抓手冊不放。

可能有中史老師對我剛才說的不滿意
，因為我的分析是就你們的角度來說，
中史應混入國民教育。但中史老師是否願
意將中史當成一個工具？不一定。他們可
能覺得自己的科有自己的尊嚴，為什麼要
變成別科的政策手段？

德育和國民教育為什麼一定要設獨立
科？我們在諮詢後思考了許多。因為別的

科目是內容的教學，舉例說，我自己來自
教會中學，校長是修女，從小一到中五，
每周有兩堂宗教課。但學校規定會考一定
不能考宗教。就等如歷史老師不一定教你
國民身份認同，就如同地理課教河山，卻
不會告訴學生，為河山感到驕傲。所以從
內容到價值觀，課程需要幫助學生從內容
走到價值觀。這是價值觀的教學，不是內
容的教學。所以當年不打分，不然就不能
跟學科分開。

再說，就算我物理化學滿分，地理滿
分，不一定代表我珍惜地球資源。國民教
育不打分，老師和學生可以從內容評核的
課程中釋放出來。課程內容和價值觀教學
配合，才是言傳身教。就是因為不打分，
才把它從中史內容中獨立出來。

最後還有一點，因為是價值觀的教學
，所以沒有緊迫不緊迫的問題。所以可以
比較從容、系統地教。科目以儒家思想的
仁義禮智信，作為軸心。人的五個身份不
可被去掉，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世
界。其實就這麼簡單。剛才謝錫金教授說
multi-source，其實我們五月發出的指引
的第九段，是主動邀請辦學團體，可以進
行以他們為本的教學。因為用宗教的教義
說道德的一生，沒什麼不對，都是導人為
善。這根本就是百花齊放，怎麼是 「洗腦
」？現在政府最應該想想的是怎麼和市民
溝通。

狄志遠：秘書長所說的是對的，但外
面的人收不到，這是現實的差距。行政吸
納是舊概念，以民主黨為例，大部分都是
想建設香港的人，想用理性方法處理香港
問題，我們要想辦法吸納他們，不然會流
失。剩下不會流失的是參與政治議會的人
，他們只談立場不談道理。吸納這班人卻
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這班人較理性，可
以幫社會說公道說話。香港人是保守理性
的，如果吸納這班人幫政府游說市民，是
有利的。

謝凌潔貞：我看到香港政制有些地方
沒有改變，有些卻改得很多，我們要找新
的平衡點。至於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有迫
切性。當時我們那一代就讀中小學時，我
們的老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生的，我
們受惠於一班國學基礎好好的教師，肩負
中國傳統知識的重任，對民族對國家有感
情。今天的老師是生於殖民地時期，未必
受惠國學基礎好的老師。可能是斷了層，
所以需要加強一下，而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是可以把價值教學做得更好。

和往年一樣，煙花匯演由港星煙火製作有限公司製作，該公
司行政總裁毛偉誠介紹，屆時海上會有三條躉船一字排開，發放
的煙花銀幕高三百米，寬七百五十米，相信維港兩岸的市民都可
以望見，不僅在灣仔紫金廣場、尖沙咀的星光大道等地方都可以
看見煙花。

耗資六百萬 全球轉播
此次煙花匯演由香港廣東省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獨家贊助，

該會首席會長、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介紹，適逢中秋佳節，相信
當天天氣應該不錯，估計會吸引近四十萬市民參觀煙花匯演。今
次匯演耗資六百萬，而超過一半資金都用在製作煙花。他還指，
國慶煙花匯演將向全球華人轉播。

第一幕煙花，市民將可見到鮮艷紅色的 「中國」二字，毛偉
誠指，由於技術上和視覺上的需要，字形用簡體字呈現。另外，
五顆金色的星星會出現在 「中國」兩字的周圍，加以歌曲《紅旗
頌》相襯，彰顯香港各界共慶建國六十三周年，香港回歸已十五
周年的熱情。毛偉誠指，為了讓市民都能體驗煙火的絢麗，第一
幕有關圖像將會在維港上空發放二十次。

十月一日又是傳統節日中秋節翌日，可謂普天下同慶國慶節
與中秋節。為突出中秋節人月兩團圓的主題，設計公司特別在煙
花匯演中加入 「團圓」的元素。例如，在第五幕 「對愛的期盼」
中，將播放《天天月圓》的主題歌，釋放的煙花大部分是圓形
「菊花」，菊心的色彩變化多端，有紅色、紫色和檸檬黃等，菊

花型煙花映襯當晚皎潔的月光，帶給人們無限溫馨，激發人們對
美好愛情的嚮往。另外，在第七幕中，市民將會欣賞到圓的 「車
輪」型的紅色煙花，象徵時間巨輪不斷向前滾動，亦與月圓之夜
的 「圓」的主題相輔相成。

毛偉誠指，最後一幕「國家」是整個匯演高潮，排山倒海菊花
型的煙花，以密集式方式爆發，配以結尾的胎響雷，帶給人極度

震撼的感受，這
一幕象徵祖國繁
榮富強、人民生
活和諧歡樂。

【本報訊】海洋公園上月入場人次突破百萬，是開
園以來最高的入場月份，帶動公園今年夏季總入場人次
超過一百八十萬，按年升一成；總收入增加一成半。

海洋公園萬聖節活動踏入第十二年，昨日舉行了
「海洋公園全城哈囉喂公益金中銀香港慈善夜」，為今

年的哈囉喂派對揭開序幕。公園主席盛智文表示，今年
七月剛踏入新的財政年度，由於新開幕的冰極天地深受
遊人歡迎，公園亦推出特價夜場門票，入場人次連連報
捷。七月錄得超過八十萬入場人次，是歷來七月份最高
；而八月更創造開園三十五年來最高單月入場人次記錄
，衝破百萬，成績令人振奮。

盛智文昨日以一身 「金縷玉衣」潮爆造型登場，他
說，今年的十月全城哈囉喂以 「潮」為主題，亦推出了
多款門票照顧不同遊人，今年一般夜場門票的定價與去
年一樣，門票銷情十分理想。

今年哈囉喂將在本周五至下月三十一日期間的二十
三個晚上舉行，五百名型格靚鬼為遊人帶來二十三項全
新 「驚」 「喜」體驗，園內首設全球首個5D鬼屋及全
球首個結合體感遊戲與互動投影技術的鬼屋。昨晚的慈
善夜為公益金籌得港幣逾二百萬元善款。

【本報訊】年輕女性缺乏運動，精神壓力大容易患
上乳癌。香港乳癌基金會分析七千多名乳癌患者健康紀
錄，發現約一成半患者在四十歲前已確診乳癌，當中八
成半是運動不足、四成六感生活壓力大。負責研究機構
指出，四十歲以下患者腫瘤多屬惡性，建議女性每月自
己檢查乳房。

乳癌基金會昨日發表《香港乳癌資料庫第四號報告
》，分析七千二百四十一名乳癌患者的健康紀錄、生活
習慣和病歷資料，發現本港的乳癌病發高峰期為四十至
五十九歲，但當中有一成四患者在四十歲前已確診，屬
年輕患者，當中有八成五每周運動不足三小時，逾一成
在職患者確診前需要夜班工作。

【本報訊】發展局轄下的樹木管理專家小組委員會
昨日開會，討論是否擴闊麗大道花槽。委員之一的長
春社總監蘇國賢表示，專家小組傾向縮窄麗大道兩米
，以組件形式建花槽，成本較低。

麗大道早前接連有三棵細葉榕，因確診患上褐
根病而被康文署移除，樹木管理專家小組委員會昨日
開會討論對策，挽救該地段餘下三十多棵古樹。長春
社總監蘇國賢表示，會上署方提出兩個設計方案，包
括將現有花槽改造成一連接花槽，但須拆除旁邊一條
水渠。

另一方案則縮窄麗大道空間兩米，用組件形式
建花槽。他指，後者建議成本較低，委員多傾向有關
建議。

十一國慶煙花匯演將於十月一日晚九時在維港舉行，贊助方預計吸引四十萬
市民欣賞。八幕歷時二十三分鐘的煙花匯演，向市民呈現兩萬三千八百多枚絢麗
多彩的煙花，首幕將發放 「中國」 字樣及五粒金色 「星星」 圖像。當日適逢中秋
佳節，煙花匯演更特別加入 「人月團圓」 的元素。

本報記者 王 欣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新界東北發展的諮詢期本月底結
束，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左圖）昨日表示，考慮將公營房屋的比例
由四成三調高為超過五成，而且不排除考慮縮減整個項目的發展規
模。規劃署本周六的諮詢論壇由於報名者眾，勢將迫爆場地，昨日
宣布移師上水露天草地，估計可容納一萬人。古洞村村民擔心有人
屆時表現過激，村民再被剝削與政府的對話空間。

諮詢論壇移師上水
政府的規劃諮詢文件建議，新界東北三個新發展區的公營房屋

比例佔四成三，私營房屋佔五成七，陳茂波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稱，由於公營房屋包括公屋與居屋的需求甚殷，提高公營房屋比例
的空間甚大，可考慮由四成三提高為超過五成。古洞北、粉嶺北、
坪輋／打鼓嶺三個新發展區佔地近八百公頃，他稱政府正在全港覓
地，如有需要，不排除縮減新界東北發展規模。他強調新界東北是
為香港人規劃的發展區，不是為內地人規劃，也絕非外傳的 「深圳
後花園、雙非城、內地居民可免簽證入境」。

當局後日下午的諮詢論壇，原擬在粉嶺一間中學舉行，估計可

容二千人，但近日已有六千人報名，有人號稱發動五百人到場。當
局昨日宣布改往上水寶運路鄉文閣村停車場側的露天草地，據悉會
搭建帳篷，但不能覆蓋全場。天文台預測當日會有幾陣驟雨，規劃
署稱，若當日天氣情況轉壞而需延期，會在當天早上透過傳媒及有
關網頁公布。

今次論壇歷時三小時，目前公布出席的四名官員包括規劃署助
理署長李啟榮，但未見政策局代表。大會將即場抽籤抽出已登記發
言人士，每人限時三分鐘，政府強調理解受影響居民訴求，但希望
與居民理性溝通。

古洞村村代表藍少虎稱，政府過去四年分階段諮詢村民，認為
今次諮詢 「被其他（反對）聲音蓋過」是講不通。他稱○九年透過
村組織和政黨進行兩次問卷調查，訪問約六百名村民，主流意見希
望政府發展，古洞村同時得以保留。

上月諮詢大會場面失控，有攜嬰母親衝上台指罵官員，令會議
腰斬。藍少虎稱，若後日的諮詢論壇再有其他村的村民表現過激，
令古洞村民難以表達意見，希望政府個別落區，諮詢受影響村民或
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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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發展研增公屋比例

國慶煙花匯演八幕內容
序號

1

2

3

4

5

6

7

8

名稱

慶祝國慶

愛的成長

活躍的生命力

生活理想

對愛的期盼

愛的承諾

步入成功路

國家

配樂

《紅旗頌》

《You raise me up》

《壯志驕陽》

《紅日》

《天天月圓》

《愛你一萬年》

《victory》

《國家》

內容

紅色 「中國」 字樣和
金色星星

紅、綠、橙色煙花

棕樹、鐵樹型煙花

穿梭機型的煙花

圓形菊花型，菊心會
漸變顏色

心型煙花彈

「時間巨輪」 型煙花

排山倒海圓形的煙火

陳茂波透露或縮減規模

【本報訊】記者梁少儀報道：新居屋計劃
在沙田顯田街預計可建二百多個單位的選址，
遭受鄰近豪宅反對，聚龍居業主立案法團向城
規會申請，以興建居屋可能令毗鄰斜坡倒塌、
造成屏風效應、破壞四周翠綠環境等原因，要
求將地皮改劃為綠化地帶，藉以阻止興建居屋
。房屋署強調不會觸及斜坡，樓宇布局不會阻
礙通風，規劃署稱興建居屋是回應市民的置業
需求，不贊成改劃為綠化地帶。

顯田街地盤佔地三千一百平方米，房署計
劃興建一幢居屋，提供二百五十個單位，可住
不超過八百一十人，預計明年展開地基工程，
二零一六年落成。地盤旁為天然斜坡，鄰近名
家、聚龍居等私人豪宅，聚龍居業主立案法
團於今年七月向城規會申請，將用地改劃為綠
化地帶，獲超過六百名當地居民支持。

房署反對有關規劃申請，指該幢居屋將會
在平地上興建，不是建於斜坡上，根據地質勘
探初步評估，房署會在地盤範圍內興建護土牆
，毋須觸及天然斜坡，所以對斜坡安全影響極
低。屋苑布局設計與鄰近樓宇保留足夠間距，
不會影響其他樓宇的景觀，地盤微氣候研究顯
示通風效果良好，建屋工程雖會影響現有的七
十二棵樹，但房署會新種四十八棵樹作為補償。

事實上，沙田區議會早前已通過動議支持
在該地興建居屋。而在規劃諮詢期間，一名聚
龍居住客向城規會提出意見，認為興建居屋不
會影響環境，並指法團的理據並非真實。規劃
署稱，該地現已是甲級房屋用地，適合建屋，也
不認同申請人所提理據，所以不贊成改劃用途
。有關申請個案將於明日的城規會會議討論。

◀國慶煙花匯
演由香港廣東
省各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贊助。
首席會長戴德
豐（左三）等出
席記者會介紹
詳情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今年國慶煙花，市民可見到五顆金色的星星會出現在 「中國」 兩字的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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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園上月入場人數破百萬

年輕乳癌患者多缺少運動

團體倡擴闊麗大道花槽

◀謝凌潔貞指
出，「中國模
式」國情教學
手冊不等於國
情教育科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