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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教應休矣 立會勿節外生枝 曾鈺成主席捨我其誰

社 評 井水集

特首梁振英昨日宣布接受 「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的建議，擱置有關
課程指引，辦學團體及學校可根據專業
判斷，自行決定何時及如何在校內開展
國民教育。

有關 「國教」 的推行，在梁振英政
府上任以來引發了一場較大的社會風波
，部分青年學生一度圍堵政府總部，數
以十萬計的家長亦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擔
憂，亂港傳媒更以 「洗腦」 二字蠱惑人
心，以至特區政府窮於應付。

在此種情況下，特區政府昨日作出
擱置課程指引、任由學校自決的決定，
是不得已不為之，也是明智的做法。
「強扭的瓜不甜」 ，眼下條件既不具備

，就無硬推的必要，說到底，國民教育
也不是什麼十萬火急的事；相反，通過
此次爭議可能令到更多師生家長正視有
關認識國家和兩地關係等問題，有望日
後推行國民教育水到渠成、阻力減少。

不過，必須指出，部分師生家長對
「國教」 的不理解、不接受，與反對派

政客和亂港傳媒的扭曲事實、製造 「洗
腦」 白色恐怖，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兩回
事。部分師生家長的疑慮是出於長期的

隔閡和不了解所造成，誤信什麼 「愛國
就是愛黨」 那一套胡謅，實質上他們並
不反對學生和子女認識國家，更不是要
反對 「一國兩制」 。但反觀反對派政客
和亂港傳媒，他們的起勁反對，根本不
是為了學生、為了教育，而是為了要挑
撥港人和內地的關係，攻擊 「一國兩制
」 已 「名存實亡」 ，達到不可告人的政
治目的。

事實是，港人社會對此一發生在回
歸十五年的 「反國教」 風波，必須要以
清醒的頭腦和公平公正之心去對待。香
港特區的未來離不開祖國，香港經濟發
展已納入國家 「十二五」 規劃之內，國
民教育正正就是為了替下一代融入更廣
闊天地、開創更美好的前途打下基礎，
絕對是德政、好事而不是壞事。今天仍
然鼓吹香江要 「劃地為牢」 、自絕於祖
國，是絕對的居心叵測和立心不良。

事實是，這一場 「反國教」 風波，
對港人在內地社會的形象已經構成不利
影響，不少內地同胞對香港今天仍有人
在那裡喋喋不休什麼 「洗腦」 ，感到十
分不解，更驚訝其無知。

因此，港人社會有必要從此次 「反

國教」 風波中吸取教訓，動輒將問題政
治化不僅於事無補，只會給亂港分子以
可乘之機，自己也會不自覺被拖入抗中
亂港的政治迷霧當中。試想，當全球都
在為中國的和平崛起而謀求接觸合作、
國家經濟發展正因國際金融風暴衝擊而
改變模式升級轉型、全國人民包括海內
外華人都在為保衛釣魚島而發出怒吼之
際，一些港人卻在那裡身穿黑衣、莫名
其妙的交叉雙手 「反洗腦」 ，實在是貽
笑大方，和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級大城市
以及一貫的民主法治形象大相逕庭。

新一屆立法會明天就要開啟運作，
反對派議員已經揚言要以 「反國教」 和
要求教育局長吳克儉下台為 「第一波」
的攻擊。特區是要讓梁振英政府集中精
力幹實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
又要再蹈前屆覆轍，立法會變成 「亂法
會」 ，今天動議倒官、明天阻撓撥款，
還有沒完沒了的 「拉布」 以至什麼 「五
區總辭變相公投」 ，是禍是福，是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還是任由反對派政
客繼續亂會亂港，廣大市民必須拿出主
人翁的態度認真對待。

新一屆立法會明日開鑼，議席由
六十個加碼為七十個，人數有變，但
直選與功能仍然保持各半，但功能組
別中的五個 「超級區議會議席」 來自
全港直選，從整個立會架構而言，民
主成分相對已大增。

七十個議席組成中，反對派或泛
民加起來為二十七席，未足半數，但
卻佔據了 「關鍵少數」 的地位，因為
立法會重大議案，依照基本法，必須
全體點票，三分之二通過才能成事。

在此情況下，本屆立法會主席一
職就更是 「重中之重」 ，其主持會議
、執行 「會規」 的重要性比前幾屆更
為突出，擔子也更為沉重，真是少一
點功力也不可能應付。別的不說，光
是應付 「長毛」 如 「甩繩馬騮」 般扔
香蕉、舞紙刀的行徑，已經夠令主席
大人頭痛了。

而上屆會期臨末上演的 「拉布」
鬧劇，對立會主席的能力、判斷和政
治智慧更是一大考驗；當日在黃毓民
、陳偉業已 「拉」 了將近四十小時之
後，曾鈺成一句 「返嚟就郁」 ，果斷
「剪布」 ，一眾議員才總算 「逃出生

天」 ，結束受難。
而黃毓民在當選之後已用拆破喉

嚨的聲音高叫新一屆要繼續 「拉布」
，政府頭一個撥款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如果不撤銷資產審查，他一定會 「拉
布」 ……

在此情勢下，曾鈺成昨天宣布再
競逐新一屆立會主席一職，可以說在
會內會外都應該是深慶得人，也難有
人可望其項背。曾鈺成是建制派大佬
，但處事公正、不偏不倚，與反對派
也 「有偈傾」 ，而且熟悉立法會議事
規則，眼下主席之職頭一件事就是要
研究如何修訂 「議事規則」 ，禁止不
必要的 「拉布」 ，任務可說非常艱巨
，沒有一定的經驗與水平是難以勝任
的。

可笑的是， 「公民黨」 的梁家傑
，昨日也宣布要爭奪主席一職。當然
，只要有人提名，梁家傑大可參與互
選，但選得上選不上，以及是否能勝
任有餘，那就只能說一句 「蚍蜉撼樹
」 、不自量力了。

溫總考察畢節扶貧開發
促貴州攻堅克難盡快實現富裕

賀國強：堅決查處薄熙來等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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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在雲南彝良看望慰問地震受災
群眾部署災後重建工作後，6日至7日來到
貴州省畢節市考察。他先後到威寧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縣、赫章縣、七星關區、大方縣、
黔西縣，深入鄉村、社區、工廠企業，就加
快扶貧開發、生態建設、結構調整，推動經
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進行調研。

據新華社報道，溫家寶說，貴州盡快實現富裕，
是西部和欠發達地區與全國縮小差距的一個重要象徵
，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我們一定要把貴
州發展好，也一定能把貴州發展好。做好貴州的工作
，關鍵是要堅定信心、艱苦奮鬥、攻堅克難、永不退
縮。貴州的明天會更美好。

落實好扶貧開發政策
貴州是中國貧困問題最突出的省份。地處川滇黔

三省交界處的畢節市是生態脆弱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也是國家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溫家寶十分
關注貴州和畢節的發展，多次就扶貧開發、危房改造
、生態治理等作出批示。考察中，看到畢節城鄉面貌
發生巨大變化，生態環境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提高，
溫家寶感到十分高興。

6日上午，溫家寶來到地處烏蒙山深處的威寧。沿
途綠樹掩映的山坡上，村民們的危舊房不少已改造成
白牆灰瓦的小樓房。鹽倉鎮大路村是漢族、彝族、回
族、苗族多民族聚居的貧困村。村民耿立清家還是土
坯房，溫家寶走進他家與村民們座談，詳細了解危舊
房改造、收入等情況。村民們說，他們的生活來源主
要靠種玉米和土豆，吃穿沒大的問題，就是缺錢。村
裡舊房比較多，但在國家支持下，全村 262 戶已有 53
戶改造了危舊房。在赫章縣平山鄉對江村，溫家寶走
進村民顧慶友的家。1996 年 2 月，溫家寶曾到他家做
過調研。16 年過去了，顧慶友家低矮的土坯房旁已新
建起150多平方米的兩層樓房。在寬敞的客廳裡，老兩
口對溫總理說，那年你來時我們的日子還很難，屋裡
只有一個火盆，沒有一樣值錢的東西。現在，兒子在
外打工，家裡種了水稻、櫻桃，一年收入5萬多。溫家
寶說，近幾年，群眾生活有了明顯改善，但還有相當
數量的群眾仍然比較艱苦。我們要繼續努力，落實好
扶貧開發政策，建好旱澇保收農田，發展特色優勢產
業特別是特色農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加快改變貧

困地區群眾生活狀況。

村民致富門路越來越多
近年來，畢節市立足自身資源優勢，加大結構調

整力度，發展後勁明顯增強。7日上午，溫家寶來到黔
西縣的布依族村寨烏騾壩村。這裡青山環繞，碧水長
流，如一幅美麗的圖畫。在82歲老人潘興舟家，村民
們向總理講起這幾年的變化。原來大家住的是茅草房
，下雨怕漏，颳風怕塌，如今家家住上了新房，通了
水電。致富門路也越來越多，種蔬菜，搞養殖，辦
「農家樂」。用村民自己的話說，烏騾壩村是 「小橋

流水布依寨，桃花園裡新農村」。溫家寶高興地說，
希望你們的生活越過越好。

考察期間，溫家寶還來到七星關區麻園社區弘宗
小區看望慰問居民。

6日晚，溫家寶在畢節聽取了貴州省委省政府的工
作匯報，對近年來貴州省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績給
予充分肯定。他說，近年來，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利
於貴州發展的政策措施。希望貴州牢牢抓住難得的歷
史機遇，着力解決貧困落後這一突出問題，逐步縮小
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
跨越，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八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紀委書記、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組長賀國
強日前指出，從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
監察機關共立案64萬多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萬多
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4萬多人，堅決查處
了薄熙來、劉志軍、許宗衡等一批重大違紀違法案
件。

據新華網報道，賀國強在日前召開的中央反腐敗
協調小組第22次會議上強調，要全面總結中共十七大
以來查辦案件工作的成功經驗和有效做法，推進改革創
新，始終保持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的強勁勢頭，堅定不移
反對腐敗，為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推
動黨和國家事業健康順利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辦案工作取得六大成就
賀國強總結指出，十七大以來，在中央反腐敗協

調小組各成員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查辦案件工作取得
了六方面成就：

一是堅持把查辦案件工作擺在突出位置來抓，保
持了懲治腐敗的強勁勢頭，對腐敗分子不管涉及到誰
，堅決查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決不讓任何腐敗
分子逃脫黨紀國法的懲處。

二是堅持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開展查辦案件工
作，保證了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

三是堅持把查辦案件與專項治理等工作緊密結合
，推動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着力解
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

四是促進了辦案工作制度化和規範化。
五是堅持把查辦案件和發揮治本功能密切銜接，

增強了懲治和預防腐敗的綜合效應。
六是堅持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查辦案件工作，提

高了辦案工作科學化水平。
賀國強指出，反腐敗協調小組是黨委組織領導反

腐敗工作的重要機制，也是紀委協助黨委組織協調反
腐敗工作的重要平台。要進一步搞好經驗總結，加大
工作力度，推進改革創新，努力提高查辦案件工作的
科學化水平。

政情觀察人士指出，賀國強此番講話，是 9 月 28
日中央開除薄熙來黨籍之後，首位中央高層公開講話
提及薄熙來案件。而此次總結的查辦案件六點成就，
也有望成為十八大上中紀委工作報告的重要內容。

按照慣例，在十八大前夕，中紀委將召開八次全
會，審議並通過中紀委向十八大的工作報告，並提請
十八大審查。

據新華社報道， 「地下水滾滾流，地表
水貴如油」。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和地貌，讓
降水量豐富的畢節水資源十分匱乏。過度墾
殖又造成水土流失嚴重，石漠化加劇。近年
來，畢節市統籌實施石漠化治理、水土保持
和立體生態農業等工程，探索出生態經濟發
展的新模式。

6 日下午，溫家寶來到七星關區長春堡
鎮陽鵲溝。這裡以前雨天會滑坡，晴天也會
滑坡。2002年起，村民們開始退耕還林。如
今，山上種滿了柳杉、樟樹、松樹等，一派
鬱鬱葱葱。村民張祥勳指着山上的綠樹對總
理說，退耕還林政策好。我們領了政府發放
的補助，還能發展林下經濟，騰出勞動力來
搞養殖、外出打工增加收入。

溫家寶說，退耕還林不僅涵養水源、治
理石漠化、改善生態，還能增加農民收入。
你們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走出一條可持續
發展的道路。

7日上午，溫家寶冒着小雨來到16年前
曾到過的大方縣羊場鎮穿岩村，了解石漠化
治理情況。當年因石漠化幾乎寸草不生的荒
山禿嶺如今滿眼綠樹。改造後的黔西北特色
民居星星點點坐落在山間田坡，映出別樣的
山村風光。村民楊光全說，現在村子周邊環
境改善了，發展生產的條件也好了，日子過
得越來越舒心。

溫家寶還考察了正在規劃中的夾岩水利
樞紐工程項目。工程位於烏江流域六沖河中
游，建成後可覆蓋畢節市大部分縣區及遵義
市部分縣市區。溫家寶說，要把水利建設與
生態建設、石漠化治理三者結合起來， 「三
位一體」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形成良性迴
圈，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滇滑坡遇難學生家屬獲賠30萬
【本報訊】雲南省昭通市委宣傳部8日稱，彝良縣

龍海鄉 「10．4」山體滑坡災害中遇難的18名學生家屬
，每家將獲得30萬元人民幣的保險賠償。

據中新社報道，10月4日，彝良縣龍海鄉鎮河村油
房村民小組突發山體滑坡，滑坡將位於山腳的田頭小
學 4 間教舍全部掩埋，造成 18 名因彝良地震後復課的
小學生和1名村民被埋。隨後，雲南調集數千人開展搜
救工作，但被埋的 18 名小學生和 1 名村民不幸全部遇
難。

事故原因調查專家組認為，此次事故屬於在特殊
的地形、地質地震和氣象水文條件下發生的災害。

當地政府也對彝良 9 月 5.7 級地震後存在安全隱患
的學校進行排查。昭通市副市長成聯遠接受中新社記
者採訪時表示，彝良地震災區學校將停課進行全面排
查，絕無隱患後再復課，以防止次生事故發生。同時
，政府將努力做好善後工作，解決遇難者家屬生產、
生活困難，使他們早日過上正常生活。

目前，事故善後工作仍在繼續，保險公司理賠手
續正在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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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國強強調，決不讓任何腐敗分子逃脫黨紀國法
的懲處，要加大工作力度，不斷以反腐倡廉建設新
成效取信於民 資料圖片

▲6日，溫家寶來到七星關區長春堡鎮陽鵲溝，了
解石漠化治理、退耕還林情況 新華社

▲6日，溫家寶在威寧縣鹽倉鎮大路村與村民們座談，詳細了解危舊房改造、收入等情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