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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教師支持重推範文
建議當局進一步諮詢細節落實安排

新高中學制實施已5年，過去數年
不少教師不滿，校本評核及通識專題研
習的工作量龐大，令學生要長期補課，
教育局與課程發展議會於今年四月檢討
高中新學制課程後，提出多項精簡建議
，並成立小組研究應否在中文科重新引
入範文。

為了解學界對新高中的改善建議，
教聯會於10月訪問62間學校約890名高
中教師。調查指出，整體有近70%受訪
教師認同，精簡校本評核有助減輕壓力
；57%受訪者要求全面要求擱置9個未
開展科目的校本評核（中國文學、英語
文學、經濟、倫理及宗教、地理、旅遊
與款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技與
生活、音樂）。

教育局正研究為新高中中文科選
定篇章，調查184名中文科教師中，多

達87.5%受訪中文教師支持有關安排，
並關注落實細節，包括考核比重、篇
章數目，以及課程內容調整等。教聯
會副主席蔡若蓮指出，文憑試的中文
科考生閱讀能力表現頗差，閱讀經典
、有價值的文章對學生的中文根基奠
下良好基礎，建議當局與學界諮詢，
訂定可行方案。

80%認同取消專題探究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指出，多達

75%受訪教師於今年暑假安排學生補課
，平均每科補12個小時。加上不少學
生忙於應付通識科的專題研習，校本
評核亦加重學生負擔，是次調查中逾
80%受訪通識科教師認同，取消通識教
育科的 「獨立專題探究」，及取消卷
一的必答題，希望當局正視業界訴求

，進一步延遲或考慮取消未開展的校
本評核科目，以及取消通識科專題研
習等。

另一方面，學界對高中 「企業、會
計與財務概論」科爭議不斷，調查顯示

，在72名 「企會財」教師中，有80%受
訪者支持 「拆科為會計及商科」，但有
75.4%教師支持 「保留科目，但大幅刪
減課程」，建議當局廣泛諮詢，以提出
可行又平衡的方案。

【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研究
資助局昨日頒發傑出青年學者獎，29名
學者獲獎，每人另得港幣10萬元用以參
與教育活動。另有7名學者獲頒人文學
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獎，居港28年的港
大 「洋教授」祈大衛，希望撰寫英文版
權威中國二十世紀藝術史，吸引更多人
關注中國現當代藝術。

第二屆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人文學
院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2012年公布
，共收到382份申請，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傑出學者計劃佔17份。研資局主席華
雲生介紹，兩份計劃整體成功率均在
41%左右。

華雲生表示，人文、社科研究與科
學研究形式不同，學者有時無法像科研
學者一樣寫出具體、詳盡的研究經費申
請提案，遂為人文學及社會科學設立傑
出學者計劃，讓這批學者在研究經費申
請上有機會與科研學者競爭。

平均獲研究資助金69萬
華雲生介紹，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

出學者計劃有固定限額，八大資助院校
可分別提名5人，研資局最後會揀選其
中10人的研究項目加以資助， 「他們可
以說是這個領域最頂尖的」。本屆人文
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共批出7個項
目，資助總額為486萬元港幣，每項目
平均獲研究資助金69萬。

本屆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得
獎者之一、香港大學藝術系教授祈大衛
（David Clarke）獲逾六十萬資助，其

研究項目為 「藝術在而是世界的中國」
。他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此前一直研
究西方藝術，在港生活讓他對中國藝術
產生興趣。 「當你隨意拿起一本藝術史
的書，在現當代藝術部分，很少甚至基
本不會提到中國。許多人以為現當代藝
術就是歐洲藝術或美國藝術，基本不會
提到世界上其他地方。」

祈大衛想寫一本英文版具權威性的
中國二十世紀藝術史，希望無論是從事
中國當代藝術研究的人士，抑或只是對
當代藝術感興趣的一般讀者都能理解中
國現當代藝術， 「讓中國現當代藝術成
為藝術史的一部分。」

中國現當代藝術被忽略
此次傑出青年學者獎的29名獲獎者

中，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的曾
慶璐獲最多的136萬多資助金，去年加
入科大前他一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
行博士後研究。他感覺香港對各高校研
究的資助比美國多，生活也很有趣，希
望未來政府能投入更多支持青年學者科
研，這樣香港以後可以不僅僅依靠 「
banking」（銀行業）。

華雲生補充，雖然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但經濟發展不能僅依靠銀行業，
需在高科技方面有所發展，吸引世界一
流學者來港。他說研資局一向重視對這
些新來港學者的支持， 「資助這些學者
是很好的投資，讓他們留在香港。他們
的研究今後很可能完成技術轉移，回饋
社會，增加香港競爭力。」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九日電】11月29日至12
月1日，第六屆深港澳台博士生南山學術論壇在清華大
學深圳研究生院舉行，來自清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
兩岸四地50多所高校300餘名師生，聚焦區域科技產業
化與創新型城市建設，在生命學科、電氣信息學科、工
程學科和人文社科等多個領域深入交流。

本屆論壇由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南山區科協主辦，
以 「深研博學、創新未來」為主題。經濟學家、北京大
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樊綱，中國工程
院院士鄭健超等作主題報告。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負
責人表示，論壇旨在加強推動深圳乃至各高校、研究機
構和企業的交流合作，力圖為深港產業搭建一個政界、
學界、產業界的溝通平台。

【本報訊】適逢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五十周年，本港
資深水彩畫家戴繼志，舉辦 「水色交融、情感意象──
戴繼志中大校園景色作品展」，明天起至十二月十三日
假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展出。

戴繼志將展出四十幅作品，包括風景、花卉、動物
等，媒介為墨筆素描、墨筆淡彩、水彩，涉及未圓湖、
遙感科學館等勝景。

這位中大校友兼家長，多次帶領學員到中大校園寫
生。此次他以中大校園景色為題材，繪畫出一系列的作
品，誌賀中大金禧。 「水色交融、情感意象──戴繼志
中大校園景色作品展」開幕禮定於明天下午三點舉行。

研資局頒傑出學者獎

洋教授冀撰英文中國藝術史

四地博士生論壇在深舉行

中大辦戴繼志水彩畫展

香港真是一個 「鬧爆」文化充斥的
地方。當港人仍在爭議免費電視發牌風
波時，有人已將 「鬧爆」的焦點放在無
線電視台慶夜，大家最關心的是收視率
升跌。作為這場發牌風波主角之一的無
線電視，近日不斷受到網民的指責。網
民更將一年一度的 「萬千星輝賀台慶」
節目，改為 「萬千熄機賀台慶」，呼籲
觀眾關掉電視，抗議TVB一台獨大。我
們只要從民粹主義角度分析，自會對目
前香港的「鬧爆」局面有更深入的理解。

香港民粹主義的五大特點
1.極端平民主義，反對精英主義，

以窮人的是非為是非。民粹主義常常打
出 「人民」的旗號否定精英在社會中的
作用。民粹主義者的言語中充滿了對官
員、富人的詆毀。民粹主義者雖然反對
權威，卻容不得反對意見。

2. 「均貧富」 ，要求結果均等。民
粹主義注重的不是起點平等即機會均等
，而是結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抗爭的手
段實現平等。

3.道德至上，而且認為道德只存在
於底層大眾之中，底層大眾的裁決就是
正義。民粹主義者鼓吹革命道德高於法
律，高於程序。

4.崇拜那些從底層崛起的傳奇型、
魅力型的領袖，並且不容任何人批評他
們心目中的 「偉大領袖」 。

5.不耐煩漸進改良，熱衷於推倒重
來。

香港的民粹主義事件
事件一：鼓吹反對官員的議會辯

論。
立法會於10月份經過辯論，以26票

贊成、32票反對、6票棄權，否決了 「
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有議員
發言時不斷作出人身攻擊，指責梁振英
。在此人的發言中，顯出了非理性的反
對官員的心態。

事件二：學生組織衝擊警權。

特首梁振英本月初到九龍塘出席港
台節目時，20多名學民思潮成員到場示
威，召集人更頻頻踩上鐵馬，企圖衝擊
警方防線，過程險象環生。警方批評學
民思潮不聽從勸喻及警告，對在場人士
包括出入車輛構成危險。當梁振英座駕
到達時，一名學民思潮成員爬上鐵馬上
站立，高叫口號，聲稱要遞交有關 「公
民提名」的請願信，多名警員阻止他越
過示威區，但他之後衝入港台大樓，卻
撞倒一名在場人士，然後被截停。當梁
振英離開時，學民思潮成員又重施故伎
，同警方發生推撞，一度混亂，部分學
民思潮成員更追出馬路，混亂中有女警
跌倒狀甚痛苦。事後，學民思潮成員竟
指責警方，剝奪他們的 「言論自由」，
企圖挑起市民對警方的不滿。

事件三：不滿大企業心態反TVB。
網民將今年 「萬千星輝賀台慶」節

目，改為 「萬千熄（關）機賀台慶」，
呼籲觀眾關電視，抗議TVB集團的龐大
。網民發起在無線門外 「散步賀生忌」
活動，原定進行破地獄儀式，但因沒有
殯儀店肯接而取消。但有人租用吊臂車
將寫上 「今日新牌歸故土、他朝霸權也
相同」的輓聯高掛，亦有不少市民自製
標語響應，網民誓要令台慶收視創新低
。明顯，行動者背後有一種反對大企業
的心態，企圖挑起市民參與反對TVB的
行動。

令人擔憂的民粹主義
從以上例子可見，草根性、非理性

和抗爭性，是民粹主義三大特徵。仇官
、仇警、仇富，是民粹主義的三個火山
口。無疑，民粹主義是對社會不公以及
腐敗的抗爭手段。它的積極效應是平民
參與，監督權威和精英。但是它解決社
會問題時的辦法帶有很大的破壞性，可
能會把社會拉向後退，給民眾造成更大
的傷害。此外，民粹主義往往是激情的
、浪漫的。誰反對他們的行動，誰就是
他們的敵人。最後，民粹主義沒有核心
價值觀，也不是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
因此它只是一種 「空心化」的政治工具
，全無遠大的目標。

教育觀點

從反對無線台慶談起
─香港人不得不提防的民粹主義

資深中史教育工作者 李偉雄

【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敵視
國民教育的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又
興風作浪，竟以全港逾45.2%小學開國
教課，要求課程發展議會將 「國民身份
認同」改為 「認識自己的公民身份」，
又說升旗活動及內地交流團令國教 「滲
透」課堂內外。學界人士嚴正指出，世
界各國都將升旗儀式定為規範禮儀，非
香港獨有，炮轟關注組將國民身份認同
妖魔化，刻意令下一代對國家產生疏離
感。

為反對教育局在小一和中一開設《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家長關注組去年
製作所謂 「國民教育版圖」，點名擬開
科的學校，又同 「學民思潮」發起反國
教行動，特區政府最後擱置國民科。

事過一年，關注組再度出招，在本
年7至10月搜尋全港中小學網站及中小
學《概覽》，發現全港1029間中小學及
特殊學校中，僅六間開辦獨立的國教科
，逾45.2%小學設有國教課節、課時，
或在不同學科的教學目標列明培養 「國

民身份認同」、 「國家歸屬感」、 「民
族情感」等。

逾45.2%小學開國教課
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惜姿說，國教

「滲透」不同學科，緣於課程發展議會
將 「國民身份認同」定為小學至中學七
個學習宗旨之一。這位大學新聞系講師
，促請課程發展議會將 「國民身份認同
」改為 「認識自己的公民身份」，並加
入認識自己權利的部分。

關注組成員楊瑾又將矛頭指向學
校升旗隊，稱現時有104間小學、62間
中學、八間特殊學校設有升旗隊，大
部分於國慶等特別日子舉行升旗儀式
，有學校則每天升旗。

問及是否反對升旗活動，關注組
表示有55間小學及44間中學的升旗隊
隸屬香港升旗隊總會，認為該會背景
親建制，質疑升旗時舉行的 「國旗下
講話」等活動可能涉及的 「情感導向
」。

關注組又引述立法會文件，表示
教育局於2012/13學年撥款五千萬資助
小學以至大專學生往內地交流，13/14
學年增至八千萬，但政府沒有公布承
辦交流活動機構的活動報告，陳惜姿
聲稱擔憂有機構以公帑辦交流團向學
生灌輸 「一味唱好的國情」，又說各
校對國民教育詮釋不一，部分學校的
國教從多角度看國家，不是一味唱好
，呼籲家長主動接觸學校了解其推行
國教的具體情況。

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批評，
關注組將國民身份認同妖魔化，刻意令
下一代對國家產生疏離感。對於關注組
稱 「身份」的界定含糊，不宜以國民身
份認同作為學習目標，他反問 「既然如
此，何不乾脆連個人身份認同、家庭身
份認同也統統刪除？」

認識國家對學生有益
鄧飛反駁關注組對升旗活動及國內

交流團有 「情感導向」的說法， 「他們

何嘗不是正在洗學生腦，向他們灌輸厭
惡中國的情感？」他認為市民眼睛雪亮
，知道認識國家對學生有益，學校不會
因為某些團體施壓而迴避國教。

香港升旗隊總會總監許振隆指出，
世界各國都有國旗、國徽，並將升國旗
儀式定為規範禮儀，並非香港獨有。升
旗儀式除可令學生學習禮儀，更可令學
生學習如何做一個國民，他不認為每周
、每日升旗有問題。 「若有團體以自己
標準理解升旗儀式，是 『危險』、 『不
理性』，更會打擊有升旗隊的學校，對
參與師生不公道。」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任何國家都重
視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學習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育屬理所當然，辦學團體
和學校已按專業自決的原則推行國教，
進展良好。根據2004至2011年數據，約
有九成學校同意課程改革的七個學習宗
旨，包括 「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另
外，局方已着手草擬大埔國民教育中心
的招標文件。

【本報訊】今年十二月，香港人將創造一項健力士
世界紀錄。近百名義工將用七十幾萬個港幣一毫子，建
成一座五十二層的毫子巨塔，將打破美國保持的紀錄，
料多出十多萬個硬幣。

這個名為 「毫子兵團創世紀」的活動由香港義工力
量主辦，獲得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支持，自十月起在二
十八間小學和多個商營機構收集一毫子，並由十一月十
七日起安排人手，在機場童夢城通識學園，以接力方式
砌成十五枚一幢的一毫硬幣柱，預期完成時將是一座五
十二層的巨塔。

據活動統籌adhoc公司負責人Kelvin Ip表示，按現
時進度，明天可望打破美國用六十二萬枚堆塔的紀錄，
到下星期日，即十二月八日則可加砌十多萬一毫子。主
辦單位已決定在當天舉行 「義工力量塔」建成禮，同時
邀請註冊測量師檢驗塔身，測量過程將錄影並提交予健

力士世界紀錄作認
證，屆時並會頒發
收集最多毫子的學
校或個人三甲。同
場並會展出由大公
報整理的港幣一毫
子資料。

70萬毫子巨塔圖創世績

◀ 「毫子兵團創
世紀」 活動以接
力方式砌成十五
枚一幢的一毫硬
幣柱，預期完成
時將是一座五十
二層的巨塔

▶左起：港大藝術
系教授祈大衛、中
文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助理教授周斯明
、研資局主席華雲
生、港大城市規劃
及設計系助理教授
劉杏雯、教院科學
與環境學系助理教
授何詠基、科大生
命科學部助理教授
曾慶璐
本報記者毛依文攝

▲教聯會調查指出，近九成受訪中文科教師支持落實重推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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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長實集團主席李
嘉誠年前捐款十
億予香港大學，
港大李嘉誠醫學
院院長梁卓偉表
示， 「已全數收
到李嘉誠基金會
十億捐款」。港
大醫學院將於短
期內成立首個永
久捐贈基金。

港大李嘉誠
醫學院日前舉行
畢業禮，院長梁卓偉致辭時表示， 「李嘉誠基金會
的捐助具變革性意義，隨着整筆捐款交收全部完成
，本學院將於短期內成立首個永久捐贈基金。」他
又稱，無論是已設立多年或新設立的研究計劃，都
會繼續成為李嘉誠的主要資助項目。又說李嘉誠醫
學院永遠都會感謝李氏的慷慨，以及李嘉誠基金會
一直靈活配合港大的需要，包括使到捐款能讓校方
從政府配對補助金計劃中得到最大效益。

梁卓偉又稱，憑藉李嘉誠基金會的支持，以及
與其他在東西方聯盟內的夥伴大學合作，香港大學
將進一步探索最佳方法去培育新一代臨床科學家，
以至香港第一代的生物科技企業家。

李嘉誠捐十億
港大悉數收齊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年前捐
款十億予香港大學

對於教育局正研究在高中中文科重新引入文言文範文，教聯會
一項調查指出，近九成受訪中文科教師支持落實重推範文，以強化
語文基礎。該會建議當局進一步諮詢學界細節，如選定篇章，佔分
比重等，以落實安排。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反國教者妖魔化國民身份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