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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肯定香港教育成就

井水集

香港教育水平長期享譽國際。香
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以至城
市大學都打入世界大學二百強之列。
英國培生出版集團（Pearson）近期公
布的 「全球教育系統排名」 ，香港的
教育系統在全球 40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
行第三，僅次於芬蘭和韓國，壓倒日
本、新加坡和英國，更遠遠拋離排第
十七名的美國。

上述成績，可喜可賀，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更專門投書本報等教育報章
肯定香港教育成就。令人遺憾的是，
本港教育的驕人成績，例如在 「全球
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2011」 中，小
四港生的 「閱讀表現」 全球第一；在
「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 2011」 中

，港生的 「數學表現」 繼續名列全球
五大； 「科學表現」 名列全球十大，
似乎未受到社會應有重視，傳媒報道
似乎傾向貶抑而不願讚許，甚至聚焦
於排名跌了多少多少，可以說這是在
滅自己威風。

滅自己威風的發端，當數公眾人
物，有高官公開稱送學生去外國留學
「更爽」 ！十多年前開始的教育改革

，最初為突出教改的必要和急切，主
事者不惜拋出一大堆口號，全盤否定
香港教育往績。又把背誦等必要的學
習過程一概斥為 「填鴨」 ，又批評部
分大學生 「高分低能」 ，甚至鼓吹
「求學不是求分數」 ，但每年升中、

高考入學仍繼續以分數排優次。結果
，質疑教改措施者往往被視為保守落
後，中文範文教學被取消，考生更鬧
出將司馬遷寫成 「馬遷」 、蘇軾變成
蘇 「車式」 的笑話。

香港教育的成績是積累和發展而
來的，更不能忽視教師的付出。新加
坡公布麥健時國際研究報告，肯定香
港學制是全球二十個進步最快的地區
之一，尤其推崇香港教師的奉獻精神
。可惜，過去多年的教育政策，特別
是縮班殺校，令不少教師成為學校辦
得差的矛頭，近三千教師更提早退休
，當教席朝不保夕，教師何以全情作
育人才？吳克儉公開感謝教師和家長
，但願這是正視香港實力，發揮教育
優勢的開始，同時確立對香港教育的
自信，追求更大
進步才有意義。

九年風雨路 一世香江情
—彭清華發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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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戴正言整理】

發言

彭清華在北京接受採訪，就十八大的重
要意義及涉港的有關內容發表了看法。
彭清華表示，十八大描繪了我國未來發
展的宏偉藍圖，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
的大政方針，預示我國將以更加堅定
的信心迎來新的發展，也將給香港帶來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多的發展機會，
更強的發展動力。

彭清華對南丫島撞船事故的遇難同胞表示
沉痛哀悼，對遇難者的家屬和受傷人員表
示慰問，他指出，事故發生以後，救人是
第一位的事情，內地有關部門施以援手是
天經地義，體現了內地同胞與香港同胞患
難與共的骨肉親情。

彭清華會見中央及地方媒體赴港集中採訪
團。對於香港與內地在往來中出現個別摩
擦現象，彭清華認為，要解決存在的問題
，一是要正確看待和尊重彼此的差異；二
是要理性做好疏導工作；三是要完善合作
機制，加強溝通協調。他表示，不能因兩
地交往中發生一些個別事件去誇大矛盾，
否定兩地合作交流的巨大成果，也不會因
此而改變兩地經濟發展融合的大趨勢。

彭清華在中聯辦龍年新春酒會上，發表題
為 「新起點新挑戰新輝煌」 的致辭。彭清
華表示，香港能在積極參與國家發展中發
揮四大重要的作用： 「相信香港能夠借助
國家發展的東風和自身優勢，進一步發揮
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試驗田作用、服務
業對內地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內地企業
『走出去』 的橋樑作用以及區域經濟發展
中的引領作用，在參與國家發展中贏得自
身的更大發展。」

彭清華在一個青年論壇上致辭時表示，國
家的航船已駛入 「十二五」 的航程，面對
「十二五」 ，年輕人應該珍惜時光、珍惜
自由、珍惜祖國。他寄語年輕人要像 「愛
護自己的母親那樣愛護自己的國家」 ；他
亦指出，年輕人在享有自由權利的同時，
應意識到對社會的責任。

身處北京的彭清華在解讀國家 「十二五」
規劃綱要草案指出，國家 「十二五」 規劃
綱要草案關於港澳台的闡述具有里程碑的
意義，包括第一次將涉及港澳的內容在國
家五年規劃中單獨列為一章，篇幅大幅增
加，內容更加系統、具體和有針對性。

彭清華出席全國青聯港區委員代表座談會
，向青年領袖們提出四點希望：更好地團
結和服務青年；在國民教育方面多做一些
工作；多思考一些香港長遠發展的問題；
以及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參與
國家和香港事務。

彭清華會見專程來港參加香港義工黃福榮
悼念活動的青海省領導及玉樹孤兒院、玉
樹孤兒學校師生代表一行。彭清華說，香
港義工黃福榮在地震中捨身救人，不幸遇
難，其義舉彰顯了善良、堅毅與博愛的
「香港精神」 。

彭清華在香港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彭清華表示，
新中國的60年，是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
、休戚與共的60年。 「一國兩制」 的偉
大創舉，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
特貢獻；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是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可靠保證。

張曉明熟悉港情

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是法律專業人士
，更是相當熟悉港情。自八十年代進入國務
院港澳辦不久，張曉明即參加中英聯合聯絡
小組和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秘書處工作，處
理與英國的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張曉明可說
是 「一國兩制」 的直接推動者和親歷者。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八日電】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董立坤在 1989
年赴香港做法律調研時認識張曉明，當時張曉明在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工作，不到 30 歲。董立坤告訴本報記者
，二人經常討論問題，當時基本法尚在制定中，像他這
樣既研究過內地法律又研究香港法律的人不多見，而他
對基本法、對 「一國兩制」的諳熟程度也令自己驚訝。

積累豐富涉港經驗
張曉明長期為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擔任秘書

，廖暉作為第四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執掌港澳辦達
13 年，期間經歷香港回歸、亞洲金融風暴、沙士危機
等諸多大事，涉及中央調整對港政策，以至是特區政府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妥善處理系列危機。張曉明作為廖
暉助手，積累大量豐富的涉港經驗。

張曉明與香港各界，特別是與香港的法律界人士、
律師有良好的互動。2004 年，剛剛升任港澳辦副主
任的張曉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香港大律師訪京團
，明確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民主的發展，這是香港
實行 「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 「港人治港」的必
然要求。香港的民主發展要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
序漸進，充分兼顧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

諳熟 「一國兩制」
十八大召開後，張曉明更連續會見香港特區政府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帶隊的訪問團。在十八大
報告輔導讀本中，張曉明撰寫的 「豐富 『一國兩制』實
踐」深入闡釋把握好三對關係與貫徹 「一國兩制」的關
係，被視為中央對港政策風向標。

董立坤評價，張曉明對香港問題的把握度非常好，
很有原則性之餘又有靈活性，像他這樣對香港政局認識
準確深刻，對內地法律、香港法律、國際法律均有很深
的了解和實踐，對香港的人事關係又比較熟的人出掌中
聯辦，相信能協調好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因為中央跟香
港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來行使和調整。

彭清華 推兩地合作貢獻大

張曉明論涉港事務精句
■ 「 『一國兩制』 實踐不斷發展，基本法實施過程中不斷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客觀上要求完善有關制
度和機制。特別是要眼於香港、澳門的長治久安，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
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

■ 「中央政府真誠地希望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發展符合自身社會實際情況的政制民主，希望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在遵循基本法有關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具體辦法
理性討論，凝聚共識，從而促成普選的順利實現。」

■ 「儘管在內地居民與港澳居民頻密交往的過程中，也偶發一些摩擦和矛盾，引發一些社會關注，但是，推
進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是大勢所趨，不僅有利於促進港澳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等地位，有利於香港新興優勢產業的提升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而且也有利於促進內地
的改革和開放，互利雙贏，惠及各方，所產生的社會綜合效益也是積極的。」

■ 「我們形象地講 『井水不犯河水』 ，就是強調要有這種相互尊重，求 『一國』 之大同，存 『兩制』 之大異
。這也是內地和特別行政區長期和諧相處之道。」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也不是香港、澳門固有的，而是來源於中央的授權。」

■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事務屬於中國內政範疇，但一些外部勢力仍不時對港澳內部
事務說三道四，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扶植港澳反對派力量，甚至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反對派各派
參選進行協調等。對此，我們要繼續堅決反對，並採取相應措施，更有效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對港澳事務
的干預。」

【本報記者隋曉姣整理】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陳錦
輝報、朱晉科報道：對於彭清華的
離任，香港政界人士紛紛表示，感
謝彭清華多年來服務香港，嚴格按

照基本法履行職責，推動香港與內地
的合作，相信他過去為香港作出的貢獻不

會被忘記。對於李剛的離任，社會各界讚揚
李剛熟悉港澳事務，是個敢言的人，相信他今後不論
到任何崗位，都會有出色的表現。

對於彭清華的離任，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說，很
捨不得彭清華，感謝他過去多年服務香港、推動和落
實 「一國兩制」所作出的努力，且每次當香港面對困
境，如金融海嘯衝擊等問題時，彭清華總會及時將港
人的聲音、需要向中央政府反映，對香港的經濟、社
會發展都十分關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指，彭清華在中聯辦的
工作十分稱職，期間面對金融風暴衝擊和政改風波等
，他的能力受到公認，「一直恰如其分，不慍不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國健認為，彭清華受任於香
港的危難期，當時香港社會還未從沙士陰影中走出，
但他的工作表現稱職。他指出，在香港經濟蕭條時，
中央推出CEPA措施，其後每年都有新內容加入；還
有自由行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推動本港零售飲食
發展等；彭清華作為中聯辦主要領導者，「對特區政
府的要求插針引線，在中間推動，他有很大功勞。」他
又指，彭清華為人親切但低調，他的離任令人不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彭
清華在港多年，非常熟悉香港情況，是做實際工作的
人，對他離任感到不捨，寄望他在新崗位上可以有進
一步發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蔡冠深表示，很感謝彭清華以
及中聯辦在過去一段時間陪伴港人共渡時艱，認為他
是一名對工作熱心、熱誠、有能力的人，相信今後他
不論去到任何的崗位，都會有所發揮。

對於李剛的離任，王敏剛表示，李剛在香港做了
很多工作，特別是與反對派溝通和作深層次交流，都

發揮了很大作用。他指李剛曾處理外交工作，因此處
事圓滑，而且為人沒有官味，為人隨和，相信他過往
的工作得到很高的認受性。

黃國健就指，李剛是外向型和有才幹的人，特別
在2010年政改方案上，與香港各界接觸，推動政改方
案通過，希望對方在新崗位上有好表現。

譚耀宗形容，李剛為人具親和力，過往都曾就不
同事公開發言，而且與傳媒關係十分友好。

蔡冠深則表示，李剛在港服務多年，對港澳事務
都十分熟悉，對一些社會熱點問題有深入見解，期望
他可繼續在新崗位發揮強項，作更多貢獻。

李 剛 接觸各界為人隨和
各各

界界
反反
響響

▲彭清華在推動香港與內
地的合作上功不可沒

資料圖片

▲李剛接觸各界，為人
隨和

資料圖片

◀張曉明參與涉港工作多
年，與香港各界，特別是
與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互動
良好 資料圖片

中聯辦易帥體現中央關懷

社 評

國務院昨日公布了對中央駐港聯
絡辦人事調整安排，原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接替彭清華，任中聯辦主任一
職，彭清華主任和李剛副主任不再擔
任現有職務，另有任用。這項事關港
澳事務的重要人事變動，是中央在十
八大後一系列高層人事調整的一部分
，體現了中央對港的重視和關心，受
到港人的普遍關注。我們衷心擁護中
央的這項人事安排。

彭清華是港人熟悉的老朋友。他
2003 年底來港，2009 年擔任中聯辦主
任。在港九年間，與港人一同經歷了
對抗沙士疫情、擺脫國際金融危機及
推動香港政改等重大社會政治經濟事
件，可謂和衷共濟，風雨同舟。

彭清華以其務實的態度、幹練的
作風、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水
平，給每一個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為貫徹中央對港各項政策，深入實
踐 「一國兩制」 方針，促進香港社會
發展進步作出很大貢獻。尤其是三年
前政改一役，中聯辦代表中央政府推
動並促成政改方案順利通過，並順利
實現了第四任特首選舉及第五屆立法

會議員的選舉，香港翻開「穩中求變」
歷史新一頁。

對李剛副主任，港人同樣熟識不過
。每當香港發展的重要時期或遇重大事
件，他微笑含情的面孔，及時帶來中央
政府的聲音，帶來中央政府對港人的關
愛之情，可說家喻戶曉。

對於新擔任中聯辦主任一職的張
曉明，港人對他並不陌生，他對港澳
事務卻瞭如指掌。這位六○後的年輕
官員，是位法律專家，在十八大獲選
為中央候補委員，年輕有為。八○年
代進入港澳辦，曾參與香港回歸的籌
備工作。

不久前他發表《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文章，已盡顯其對香港事務的深
刻了解認知，並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
相信，張曉明的履新，會給中聯辦的工
作帶來新的思路和新的作風，也會給中
央對港工作帶來新面貌。

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最高代表機構，
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在促進香港
與內地之間各領域交流與合作，聯繫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反映香港居民意見等
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長期以來，中聯

辦的工作成為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
部分，為落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
港」 和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穩定繁榮作
出積極貢獻。

香港社會已進入 「穩中求變」 的發
展階段，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正在
擺脫各種困難，克服深層次矛盾，推動
經濟、社會、民生的各項事業發展，促
進兩地融合。香港的經濟建設要擺脫逐
漸被周邊地區追上的尷尬，民生事業要
突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瓶頸問題，政
制發展亦將逐步實現行政長官和全體立
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正是千頭
萬緒、事關重大。

正是在這樣發展關鍵的時期，中央
強調對港方針原則不變，繼續強有力地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推動 「一國
兩制」 實踐向縱深層次並不斷豐富其內
涵，對香港社會和 「穩中求變」 、保持
穩定繁榮，都具有極其重要意義。中央
此次對中聯辦的人事調整，所體現的正
是對 「一國兩制」 的堅定決心和信心，
港人對此寄予厚望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國兩制」 的深入實踐，香港未來是

會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