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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校園

《大公報》見證日本投降

編採速記

徵稿細則

通識教室

備戰通識文憑試

我教通識

救亡不暇，安得王哉？
──論專心施政

新詞榜折射潮人潮語
隨中國海監船在釣魚島海域

巡航常態化，加上日本鷹派首相上
任，中日兩國的摩擦將難以避免。
筆者長期關注中日關係，最近從藏
書中翻出一本17年前的舊書：《日
本投降的前前後後》，當年並未看
完，最近一口氣讀完，一言以蔽
之，鑑古知今，古今真理。作者黎
秀石是抗戰時期《大公報》的戰地
記者，曾採訪盟軍在緬甸、印度洋
和太平洋各戰區反擊日軍的戰況，
其後又親赴日本報道該國投降後的
新聞。書中記載了頗多當年的第一
手資料，可讀性甚高，現與今天的
《大公報》讀者分享之。

赴緬甸採訪盟軍抗日
黎秀石是中國最早的戰地記

者，抗戰時期前赴緬甸採訪盟軍抗
擊日軍的戰況。盟軍解放仰光後，
救出中英多國戰俘，盟軍戰俘在他
面前讚揚了中國遠征軍的齊學啟將
軍： 「齊將軍是中國的一位偉大的
軍人……在勝利前夕被謀殺了，這
是最悲傷不過的事。讓我向你保
證 ， 齊 將 軍 將 永 遠 活 在 我 們 心
裡。」可見中國軍人在緬甸英勇作
戰，被俘後在獄中關懷盟國戰俘，
贏得了盟軍將士的尊重。近年中國

遠征軍赴緬作戰事跡引起不少人的
研究興趣，本書的作者見聞實可作
為參考。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日本向
盟國簽降儀式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
上舉行，黎秀石是現場唯一的中國
記者，他見證了歷史的一刻，拍下
中國受降全權代表徐永昌上將的簽
字全景鏡頭。黎秀石細看了降書，
發覺並無 「日本無條件投降」字
句，只見： 「本代表茲命令日本帝
國大本營應立即對不論在任何位置
之一切日本國軍隊及在日本國支配
下之一切軍隊之指揮官，命其本身
及在其支配下之一切軍隊應立即無
條件投降。」換言之，無條件投降
的是日本軍隊，並非日本國，相反
德國的降書是寫明德國無條件向盟
國投降的。一般的歷史書都沒有釐
清這個概念，只泛說日本無條件投
降，只有當年身歷其境的記者才看
得通透。他認為這是因為美國要保
持日本的天皇國體，意在 「挾天子
以令諸侯，有利於命令國內外日本
軍隊投降，也有利於麥克阿瑟按照
美國的意圖 『改造日本』」。

（談《日本投降的前前後後》∕上）
嶺大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
出後略致薄酬，詳情如下：
．第二版 「事事關心」 乃一時事平台，歡迎師生

發表意見；800字為限
． 「茶水站」 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通識教

學、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700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包括學校、住址、聯

絡電話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
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
ed@takungpao.com.hk

「讓某某事件告一段落，從而可以專心處
理經濟民生事務」，這既是特首心聲，也是他
執政團隊中那些 「無法專心下來」的問責官員
的心聲，更得到不少市民和友好傳媒的齊聲和
應，彷彿反對派的各類政治行動，成了讓執政
者無法專心施政的多餘干擾。韓非子有云：救
亡不暇，安得王哉？

筆者只聞 「不讀書，無以言」，從未聞
「不專心，無以政」。在當今這個視 「選舉主

導政治」為核心價值金科玉律的年代，反對派
系的敵對行動，危機事件的突然爆發，大眾傳
媒的惡意炒作，讓執政者總有飽受牽制、無法
主導的焦慮。這些不但不是社會病態，恰恰相
反，這才是政治生活的常態。老實說，執政者
只能在永恆紛繁亂擾的環境中努力使自己專心
下來，永遠不要指望各種外部干擾會偃旗息
鼓，會息事寧人，然後還你一份清靜，讓你能
夠寧靜致遠，那是不切實際的奢望！

落實「大社會計劃」
1964年，林登．約翰遜當選美國總統，繼

承前任甘迺迪總統的做法，推動國會立法和政
府施政落實 「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
─一個綜合解決貧窮、民權、醫療、教育、

環境、勞工權益等經濟民生和權益問題的龐大
計劃。看看約翰遜總統的成績單：五年之內
（一年以副總統名義接任遇刺的甘迺迪，再加
四年正式當選任期），一共成功推動了435項
「大社會計劃」的國會立法，相當成功地紓緩

了貧困、福利欠缺和稅制不公等問題，簽署實
施的《民權法案》更是解決種族歧視的偉大創
舉。

且慢！別以為約翰遜總統在這五年之內可
以好整以暇、專心致志地處理他的 「大社會計
劃」，當時正值越南戰爭，約翰遜總統坦承他
並不善於、也不樂於處理冷戰國際事務，他的
專長和關注焦點從來都是國內問題。然而，既
然坐上了超級大國第一把手這個位置，就輪不
到你 「揀飲擇食」。越戰打得如火如荼，增兵
擴戰，還是收兵回國？每天從國防部、中情
局、國務院、駐越軍部、駐越南使館等機構的
情資報告和申請增兵建議如同雪片般湧向白
宮。約翰遜要麼被迫打斷原本討論 「大社會計
劃」的工作會議而臨時召開軍事會議，要麼乾
脆在白宮軍情室內邊處理越戰事務，邊商議
「大社會計劃」。約翰遜內心非常討厭越戰迫

使他 「不能專心於經濟民生事務」，甚至曾經
抱怨，一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但有十六個小

時是被困死在越戰事務上！
十七八分之一的時間，對應435項法案，雖

不無自誇，但仍是一份 「不能專心」之下的輝
煌成績單！

有讀者可能反駁我，約翰遜總統當政之
時，執政民主黨同時控制了白宮和國會三分之
二的席位，立法行政關係空前良好，那當然方
便他施政。話可不能這麼說：第一，雖同為兩
黨制，但美式政黨並不像英式政黨那樣紀律嚴
明，尤其是在國會投票上，美式政黨議員還是
享有較多的自主權。第二，美國的院外游說集
團和利益團體對國會的巨大影響力，也是世界
馳名，決非其他包括香港在內的政治社會可與
之比擬的。何況， 「大社會計劃」是關乎福利
和平權，此兩項在美國這個絕對資本主義社會
從來就不受歡迎。約翰遜總統面對的反對派壓
力，絕對不輕。更加讓他焦慮 「分心」的壓力
是，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反越戰人士在白宮前面
示威，並高呼： 「Hey Hey LBJ（他全名的簡
稱）, How many kids did you kill today!」

四方安寧，專心平靜，然後能擺下陣勢，
按部就班地施政，如此太平勝境，似修仙多於
從政，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都不曾存在過！筆
者更欣賞《吳起兵法》中所言：其善將者，如
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
者不及怒，受敵可也。這也是俗語所謂 「火燒
眼眉」，能否在倉卒慌亂中應對有方，才是檢
驗有無大將之才的唯一標準！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每逢有倒數慶祝活動，如聖誕節、除夕
夜、農曆新年等，許多地方都會舉辦大型慶祝
活動，因而聚集大批市民，一起等待大日子的
來臨。其中，中環的蘭桂坊是聚集熱點之一。

中環的蘭桂坊，酒吧林立，入夜後，正代
表 「夜中環」繁華熱鬧的一面。其實，早於
十八世紀，蘭桂坊已是洋人聚集消遣的地方，
稱為 「爛鬼坊」，大概是指不少 「爛醉酒鬼」
在這裡生事而得名；後來因 「爛鬼坊」的名稱

不雅而易名為 「蘭桂坊」，取其 「蘭桂騰芳」
的意思。約於1980年代，蘭桂坊已逐漸變成消
遣的場地，至今已有數十間酒吧、食肆開業。
就算在平日，也有不少市民喜歡在放工後，與
三五知己，在這裡開懷暢飲；要是遇上節慶，
蘭桂坊更是人頭湧湧，擠得水泄不通。

為了在節慶慶祝活動時，有效疏導人潮，
以免發生危險，除了開通了一條連接蘭桂坊與
砵典乍街之間的通道外，警方亦會在節慶舉行
期間，實施人流管制，以免太多人同時間聚集
在蘭桂坊。這些安排，都是在1993年後，蘭桂
坊意外發生後才施行的。

釀21人死63人傷
這些安排，是源於1993年發生了一次嚴重

意外事故。於1992年12月31日接近元旦倒數
時，在蘭桂坊一帶已聚集了近二萬人狂歡。由
於人多擠迫，加上眾人玩得忘形，場面已開始
失控。其後，在人群中有人跌倒，馬上發生了

骨牌效應，不少人相繼倒下。與此同時，仍有
大批市民不斷湧入蘭桂坊，在你擠我推下，結
果導致人踩人事件，最終有21人死63人受傷的
慘劇。這次事故，亦是香港開埠以來，有最多
人死亡的人踩人意外。意外發生至今二十年，
相信有不少市民仍清楚記得這次事故。

在意外發生後，位於蘭桂坊附近的聖約翰
座堂亦有悼念儀式，並在座堂外的一棵樹下，
矗立了一個悼念銅牌，以作憑弔。

這塊小小的悼念牌嵌在草地上，並不顯
眼，附近亦沒有指示牌，稍不留神，是很難找
到紀念牌的位置。悼念銅牌上用英文寫：
「DEDICATED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TO THE MEMORY OF ALL THOSE
WHO DIED IN LAN KWAI FONG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1993.」清楚說明了悼念
銅牌是為蘭桂坊慘劇而鑄造的。

香港歷史文化探索者 徐振邦

知識探究

香港教育學院上周公布2012
年LIVAC泛華地區中文新詞榜，
顯示始自韓國的 「騎馬舞」風靡
（潮語稱之熱爆）全球，高踞新
詞榜第一。 「梁班子」則是香港
的潮語，台北是 「輕齡屋」，北
京是 「微捐」，上海是 「營改
增」。上述潮語是教院語言資訊
科學研究中心，根據港、台、
京、滬這幾個地區報章新詞出現
的頻率而得出的排行榜，該中心
總監鄒嘉彥指出，香港和其他泛
華地區所關注的熱門話題可以從
當地的高頻新詞反映出來。以香
港為例， 「港人港地」幾乎天天
出現在大小傳媒以至政經文教和
普羅市民之間，這是特首梁振英
的政綱所述，大家真是耳熟能
詳。至於拉布，剪布，也是紅極
一時。再如 「清水版」，則幾乎
成了教科書和樓盤的形容詞。

潮語反映人心世態
潮語折射時代，反映某一時

空下的人心世態，尤其是互聯網
的 推 動 ， 令 韓 國 歌 手 朴 載 相
（PSY）在《江南Style》MTV中
所跳的騎馬舞跳紅全世界，林書
豪的故事，則成就了 「林來瘋」

（Linsanity）的籃球傳奇。台北
方面， 「兩岸支付通」展示了大
陸和台灣相互依存的經貿關係，
去年就有400多萬大陸客到台灣旅
遊觀光，赴台升學者也不少，甚
至出書介紹台灣見聞，在內地掀
起熱潮。用內地流行的說法，或
者說慣用語是成了 「一道亮麗的
風景」。

當今世界，國與國，地區與
地區，人與人都是密切相關，互
相影響。廣東話的埋單、搞掂，
已成了普通話的買單、搞定，甚
至收入詞典。再如 「的士」本為
香港叫法，傳入內地後衍生出如
「黑的」等說法，去年更回流香

港，可記得去年十一、十二月傳
媒屢見 「黑的」的報道？

筆者一直主張通識生活化，
提出以小見大，循序漸進學通
識，但絕對反對什麼 「通通識」
的廢話，畢竟通天曉也不是真正
的 「通通識」，看遍百科全書也
不等於對時人時事等宇宙萬物
「通通識」。可笑的是，這個
「通通識」的廢話竟由傳媒擴

散，以至反吸毒的活動也要冠以
什麼 「禁毒通通識」，確實不明
所以！ 呂少群

放完聖誕新年假期，踏入一月，一眾文憑試考生
密鑼緊鼓，備戰應試。距離通識科考試還有約三個
月，如何溫習通識，不是一個容易墨的課題。它又
不至於語文科的聽講讀寫，技巧訓練；但也不近於經
濟物理，有定律可以背誦。所以很多時候更多同學備
戰更趨於實際，直接操練作答技巧，這也是一個備試
進路。

以舊課程試題作練習
雖然新高中通識迄今只有一屆，但已有三份試卷

（上年的練習卷及公開試試卷，以及今年的練習卷）
可供作操練，有助掌握試題最新走勢。或許老師和同
學過去在課堂考試，已把以上題目作為練習之用，但
再重做也無妨。又或可以在圖書館選取一些舊課程通
識試題。雖然舊課程的題型不完全等同，但所需要的
分析批判技巧相近，高級補充程度試題和新高中課程
卷二的程度較近，同學可以多加運用有關資源。

但有時可惜的是，同學在完成不同練習、測驗或
考試後，只求見到自己分數進步，但一些同學對分數
高低的原因也從不過問。分數的高低代表同學不同層
次的能力展示，由基本的例子引用、數據資料的描
述，或較高階的駁論等技巧。透過分析自己的作答常
見問題，改進作答技巧，有一些同學在三年過後，或
許也未掌握如何作出一點或一個角度的完整的論述，
更談不上如何多角度思考或正反論證。三個月的時間
足夠完善這些作答基本功。

要進一步提升作答質素，概念的運用是不可或缺
的練習。在過去三年老師和同學應該在課堂討論不下
十多個議題。一個議題可以涉及不同的概念。同學宜
選取一些常用概念覆習。有一些概念可以橫跨不同單
元也有其相關性，例如生活質素，可以是討論香港本
土議題常見字眼，但在中國及全球化等議題也同等適
切；又例如是公眾利益，可以是關乎不同議題和公眾
相關課題討論的重要角度，不論有關議題是關乎環
保、健康或科技應用，公眾利益的考慮有其凌駕性的
重要。

但抽空背誦這些概念未必能有效應用這些概念去
提升作答的層次。同學應理解有關概念在不同議題中
的位置或角色，例如法治不單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又或以法限權等原則，她同時是香港社會的核心
價值，也是香港體制力的重要一環。所以應從不同概
念或議題的關係去理解有關概念的角色。意在作答
題目時，運用和議題相關的概念去回應題目。

嘉諾撒書院 馬偉健

1.探討蘭桂坊能成為市民娛樂消遣的原因，藉以了解蘭
桂坊夜市的發展情況。

2.認識香港節日文化的慶祝情況，並以蘭桂坊為例，探
討年輕人喜歡在這裡慶祝的原因。

3.親自考察蘭桂坊一帶的地貌，並了解警方為市民安排
的人流管制及逃生路線是否適合。

4.同學亦可到聖約翰座堂外，看看這塊悼念蘭桂坊慘劇
的悼念銅牌。

1.大部分在蘭桂坊舉行的慶祝活動都是在夜間，如 「萬
聖節」 、 「除夕倒數」 等；但有時亦有一些適合大眾市民的
嘉年華會活動，在日間進行，如 「蘭桂坊嘉年華」 等。

2.在慶祝活動舉行期間，蘭桂坊一帶聚集了大批市民，
在考察時宜注意安全。

3.入夜後的蘭桂坊人流較複雜，不應該獨自到蘭桂坊進
行考察活動。

4.聖約翰座堂外的悼念銅牌位於近書店方向的教堂側門
外。由於銅牌面積細小，亦沒有指示牌，同學宜小心尋找銅
牌的正確位置。

考察重點

考察貼士

聖約翰座堂外的銅牌聖約翰座堂外的銅牌
──悼念蘭桂坊慘劇悼念蘭桂坊慘劇

▼

蘭
桂
坊
酒
吧
和
食
肆
林
立
，
每
晚
都
有
不
少
市
民

在
這
裡
消
遣

▲每逢節慶來臨前，中環的蘭桂坊都會聚集
大批市民前來慶祝

在聖約翰座堂側門前的一棵樹下在聖約翰座堂側門前的一棵樹下，，立有一塊小小立有一塊小小
的悼念銅牌的悼念銅牌，，以悼念在蘭桂坊意外中身亡的人士以悼念在蘭桂坊意外中身亡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