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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津貼撥款只能過不能阻 拉布不是言論自由

社 評 井水集

由特區政府制訂的 「長者生活津貼
」 撥款申請，將於本星期五提交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審議。

有關撥款申請，是只許成功、不許
失敗，只能通過、不可阻撓，否則最少
將造成以下三方面嚴重後果：一是梁振
英政府首項撥款申請觸礁，施政威信再
一次受挫；二是新一屆立法會首項撥款
審議便給政府吃 「悶棍」 ，行政、立法
關係難言改善；三是四十萬老人已到口
邊的 「肥肉」 飛掉，難免大失所望，社
會怨氣再增。而三項惡果，全社會都將
要承擔及付出代價。

眼前，各政黨對 「長者生活津貼」
的取向，反映經濟民生議題再一次被政
治化。事件中，老人權益、長者生活並
沒有被政黨放到支持還是反對撥款的第
一位，而是其他一些社會政治因素；如
民建聯，要考慮的是如何避免再次被標
籤為 「保皇黨」 ，工聯會亦要面對基層
而堅決反對資產審查；至於反對派，
「反無可反」 ，只能提出 「全民退休保

障」 這一 「遠水」 來救 「近火」 ，為反
對撥款申請找尋藉口。可嘆老人長者盼
的就是這二千二百元，而口口聲聲民主

、民意的反對派議員，卻成了落實這一
老人福利的最大 「攔路虎」 。

部分清貧長者的存在乃是有目共睹
的事實，他們未至於申領綜援的境地，
但有限的積蓄或撿拾紙皮變賣實在難以
度日，每月一千零九百元的 「生果金」
也就成了 「活命錢」 。 「長者生活津貼
」 把部分 「生果金」 金額提高一倍，但
作用卻遠遠不止一倍，為數約四十萬的
老人日子因此可以過得寬鬆一點、有尊
嚴一點，申領老人綜援的人數可以增加
得慢一點，社會上也會因為多了一批公
公婆婆的笑臉而顯得多一分和諧、少一
點怨氣，換來的是整體社會的安定與祥
和，這每年六十億元公帑的開支，是用
對方向、用得其所的。

至於反對派議員以 「全民退休保障
」 計劃來反對 「長者生活津貼」 ，其立
論之謬誤，更令人失笑和費解。 「長者
生活津貼」 是現行老人福利措施的優化
「升級版」 ，一旦立會通過撥款，只要

更改一下電腦資料便可付諸實行，社會
上也未聞什麼爭議聲音；但一旦要推行
「全民退休保

障」 ，那便茲

事體大、全社會不 「鬧翻天」 才怪。
所謂 「全民退休保障」 ，到底以何

種方式推行，是自願還是強制？如果由
政府、僱主、僱員三方供款，已參加
「強積金」 的僱員是否願意或有能力每

月再增加負擔？而可以肯定，政府一旦
推出 「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公眾諮詢
恐怕一、兩年也難以竟全功，而現在大
聲要求 「全民退休保障」 的 「民主黨」
、 「公民黨」 、 「工黨」 ，到時反對得
最大聲的必然又是他們……。

眼前，離開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政府
提交的撥款申請還有三天， 「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昨天表示已聽到民意要求
「先通過、後檢討」 的呼聲，這一判斷

是正確的，相信他們在星期五也會作出
支持撥款的正確決定。勞工及福利局長
張建宗昨天也再次強調 「退無可退」 ，
周五財會要是不通過，不僅二千二百元
的發放遙遙無期，就是連十月一日開始
的 「追溯期」 也無法保證。反對派指責
當局以此 「要挾」 。張建宗說的只是事
實，行政措施總是需要時間和程序的，
如果要說 「要挾」 ，也是反對派自己
「對號入座」 而已。

新一屆立法會財委會本周五第一
次開會，政府首個提交的撥款申請是
「長者生活津貼」 ；而在此一議題以

外，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提出了 「一人
一議程一動議」 的修訂建議，人民力
量的黃毓民、陳偉業則揚言一上來就
要 「拉布」 ……。

如此 「好戲」 就在眼前，建制派
要 「反拉布」 和 「剪布」 ，反對派則
要 「拉布」 和 「反剪布」 ，正是 「你
來我往」 、各不相讓也。

不過，爭奪會議主導權還爭奪，
反對派將之上升到「言論自由」的高度
，則未免有點言過其詞、危言聳聽了
；有人還提出了建制派已經 「佔據」
立法會的說法，就更是令人詫異了。

事實是，葉國謙提出的 「一人一
議程一動議」 ，目的是為了 「防拉布
」 、 「反拉布」 ，完全不涉及議員在
議會內外依法享有的言論自由。因為
言論自由並不是由發言次數的多寡來
決定的。發言一次，如果立場觀點明
確、見解精闢獨到，就已經能夠起到
發聾震聵、一言九鼎的作用；相反，
如黃毓民、陳偉業的發言，都是翻來

覆去的 「三幅被」 ，一派胡言亂語那
怕講上十次、二十次、一百次，也不
代表任何言論質素，更與言論自由無
關。如果黃毓民、陳偉業、 「長毛」
在立會議事堂那種青筋暴現、粗言惡
語、戟指怒罵便等同言論自由，那這
種言論自由也沒有什麼值得珍惜和需
要維護的地方。

事實是，正由於他們這種 「言論
自由」 ，立法會議員依照基本法和
「議事規則」 而擁有的、就政府各項

施政和社會經濟民生議題提出建設性
意見的言論自由已經被大大侵蝕和剝
奪了，建制派議員正是基於要維護議
會應有的言論自由而提出 「一人一動
議一修訂」 建議的，於理於法，無可
厚非。

同樣，說建制派已經 「佔據」 立
法會，同樣是駭人聽聞之論；建制派
議員不是用刀用槍去「佔據」立會的，
而是憑選民的選票被選進去的， 「佔
據」 二字又從何談起？難道建制派議
員就不能多當選、佔議席多數？相反
，難道立法會應該是
反對派的天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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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盛文興 中國軟實力提升

【本報訊】中新網報道，財政部和教育
部於日前印發《研究生國家獎學金管理暫行
辦法》。中央財政出資設立研究生國家獎學

金，用於獎勵普通高等學校中表現優異
的全日制研究生。每年獎勵4.5萬名在讀
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 1 萬名，碩
士研究生3.5萬名。

辦法明確，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
獎勵標準為每生每年3萬元；碩士研究
生國家獎學金獎勵標準為每生每年 2
萬元。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名額向基礎
學科和國家亟需的學科（專業）傾斜。

回眸十年來，我國教育改革發展
的脈絡， 「跨越式發展」當是最突出
的特點之一。改革開放30多年，是中
國教育大跨越的30多年。特別是近十
年來，教育跨越式發展的步伐和成就
更是可圈可點。

●到 2011 年，我國已經全面實
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
文盲的 「兩基」 目標。這是我國教
育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濃墨重彩的
絢麗篇章。

●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水平進
一步提高，毛入學率從 2002 年的
15%提高到2011年的26.9%。2010年
，我國具有大學（大專以上）文化
程度的人口為 1.19 億人，從業人員
中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數已位居世
界前列。

●高中階段教育加快普及，毛
入 學 率 從 2002 年 的 42.8% 提 高 到
2011年的84.0%。職業教育取得突破
性進展，中國已經從人口大國轉變
成為人力資源大國，正在向人力資
源強國邁進。

「教育是國計，也是民生；教育
是今天，更是明天。」在跨越式發展
中，一個教育大國正在迅速崛起；在
跨越式發展中，邁向教育強國的步履
更加堅定。

據《人民日報》

顧彬認為，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後，
中國人開始願意了解世界，接受不同的價值觀。中
國與世界的融合促進了中國各領域的發展，從文學
上看，越來越多的漢學家欣賞中國文學，將它帶向
世界。就像莫言的作品獲得世界文壇的認可，很大
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對中國漢字精準
的領悟力。

憂 「唯物質論」 阻礙文化提升
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這也造成了中

國從上至下的唯經濟論風氣，從中國政府官員的
「唯 GDP 論」到群眾的 「唯物質論」。顧彬對此

表示擔憂，他認為這種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的風氣會
制約中國文化的提升。

顧彬坦言，當經濟成為人們第一考慮要素時，
就忽略了精神文化的提升，這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的滋生和道德風氣的下降。比如很多中國作家在八
十年代末為了賺錢下海而放棄文學，甚至部分人為
進入世界文壇，就去賄賂知名的漢學家為其作品翻
譯或寫序。 「但他們不知道，各國漢學家不是為了
錢而推薦中國文學的，而是取決於作品本身的質量
。我們遇到好的中文作品，時常是分文不取也要翻
譯。」

中國人比美國人思想要開放
顧彬認為，隨着中國與世界交流越來越多，中

國人的思想越來越開放、包容，形成了多元的理念
。 「我在中國四十多年發現，中國人擅於博採眾長
，不論是學術交流還是民間互動都願意接受國外不
同的思想。可美國卻相反，有一部分美國人不願意
接觸中國人，他怕中國人的思想和所謂的政治立場
會侵佔他們的思想，從這方面來說中國比美國要開
放得多。」

顧彬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每年出境遊
人次以25%的速度持續增長，但在美國，竟然有七
成的人沒有護照，不願意出國旅遊， 「這說明美國
人的思想是封閉的、自我的。從這點來看，美國應
該向中國學習。」

在過去 30 年中，中國的崛起已成為當今國際
政治話語的主題詞。這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關注，有
人看好談中國獨秀論，同時有人唱衰談中國崩潰論
。而顧彬認為，中國現階段的問題是比較多，但大
部分都能解決，這充分說明中共執政能力是
值得肯定的。 「我不喜歡
西方媒體總把事情分
白與黑，以為中國共產
黨是黑的，他們是白的
，現在世界這麼複雜，
還以黑白看問題太過片
面。」

30年來，中國融入全
球化的方針與建立市場經
濟的方針並舉，中國的內
政和外交相互促進，相輔
相成。談及中國未來發展，
顧彬說道， 「我不是預言家
，但我想未來中國要繼續保
持這種開放的思想，加強國
際間的合作。」

【本報訊】正在上海訪問的88歲瑞典漢學家
、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解密了莫言獲獎
的 「幕後新聞」。他說： 「每年諾貝爾文學獎的
評選都會經歷激烈的辯論，但今年莫言的獲獎比
較平靜，評委的意見比較一致。」

據新華社報道，這位精通中國文學且熟諳漢
語的老人表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關政治
、友情和運氣，唯一的標準就是文學品質。莫言
此次獲獎有助於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中國有很多
世界水準甚至超過世界水準的作家、詩人，唯一
的問題就是翻譯。

據悉，馬悅然此次中國之行是應上海世紀文
景出版社之邀，介紹推廣他所翻譯的2011年諾貝
爾文學獎得主、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詩集。但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卻成為媒體關注的焦
點話題。對此，馬悅然也坦然相對，無所不談。

他說，莫言獲獎之後，一些媒體針對他擁有
共產黨員和作協副主席等身份質疑他的獲獎資格
，這令人感到憤怒，而且對莫言本人很不公平。

質疑莫言很不公平
馬悅然說，媒體僅憑外表就來評價一個作者

，這是 「很可怕的知識分子的懶惰」。莫言獲獎
事件就折射出了這種現象。 「批評莫言的那些西
方媒體人根本不了解莫言的文學品質，所以 『不
應該開槍』」。

馬悅然表示，莫言作品繼承了中國古代優秀
的文學傳統，也敢於批評社會現實。 「閱讀莫言
的小說，讓人情不自禁聯想《水滸傳》、《西遊
記》、《聊齋》這些中國古代偉大的小說。在我
看來，莫言講故事的能力是向中國古人學來的。
當然，他也受到一些西方作家的影響。」他說。

對於莫言的文學作品，馬悅然唯一 「不滿」
的是莫言的長篇小說寫得太長，相形之下他的短
篇往往更加精彩。他幽默地評論說： 「例如，他
的《生死疲勞》寫得太長了，讀到後面讀者可能
也有些疲勞……」

中國有很多詩人值得拿獎
馬悅然還介紹了被外界視為 「神秘」的諾貝

爾文學獎評選過程。 「根據程序，2月1日以前，
各國要把作家推薦給瑞典學院。隨後，一個由15
人組成的評選小組從 250 個候選人中 『篩選』三
四十個人，介紹給院士們」。

「到了 5 月底，候選名單上只剩下 5 個人。
整個夏天，評委們就閱讀這 5 個人的作品。」馬
悅然說， 「9 月中旬，我們又開會討論誰應該得
獎。投票馬上開始，經歷了好幾輪，最後一輪投
票是在10月初。今年大家意見比較一致，就是莫
言。」

馬悅然熟諳從老子到林語堂、冰心等眾多中
國文學大師及其文學名作。他認為： 「中國作家
有不少世界水準，甚至超過世界水準的作家。中
國有很多詩人也值得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採訪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之時，適
值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作為
將中國文學帶到德國文壇的第一人，顧
彬笑稱， 「我為他感到高興，為中國文
學感到高興。」 這位同中國打了40多年
交道的老人認為，莫言獲得今年諾貝爾
文學獎並非意外。跟許多獎項一樣，諾
貝爾獎受到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影
響，隨着中國走向世界經濟的前台，中
國的文化軟實力也在提升，正所謂國盛
則文興。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二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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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年生，中文名顧彬。波
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
主編介紹亞洲文化的雜誌《東方向》
及介紹中國人文科學的雜誌《袖珍漢
學》。他是德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
以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
中國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主要作
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六卷本等。

【顧彬簡歷】

國家設研究生獎學金

輝煌十年：
教育跨越式發展

▲對於莫言的作品，馬悅然認為，莫言的長篇小說太長了，短
篇小說很完美 資料圖片

▼莫言獲獎後，其作品頓
時洛陽紙貴 中央社

▶中國已經從人口大國轉變成為人力
資源大國，正在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
。圖為福建省大田縣均溪中心小學學
生在閱讀 新華社

◀莫言的《豐乳肥臀》和《酒國》等
英文版正在紐約一家書店上架出售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