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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變通 打開內地市場

鼓吹佔中是洗腦

現今社會兒童及青少年不時做出自毀行為，甚至以自殺去了結生命，背後成因值得我們深思。
誠然，他們現時處於一個物質豐富的社會，一般來說，他們大多可以獲得所需要的東西，但與此同
時，他們所承受的壓力遠較父母那一代為多，本人認為社會上為人父母者採取事前預防，遠比事後
補救更為有效，但在預防前，我們必須了解時下年輕人會出現上述情況的成因。

青年有話說＞＞＞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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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關注新來港人士聯席
會議召集人

子女童年與前途同樣重要

領展須改善社區關係

尊重溝通 社會有出路

最近，筆者參加了一場行業聚會，與
友好談及國家最新推出的服貿CEPA於六
月正式執行，涉及空運、海運、會展以及
娛樂場所等；對於這些項目降低門檻，讓
港資享受本土企業優惠，以及向港資開放
市場，筆者個人抱持歡迎之至的態度。

眾所周知，香港企業佔九成或以上是
中小企，現時國家深度開放市場，對於港
資而言有兩大啟發：一方面國家改革開放
已有三十多年，擁有資金、技術、人才、
框架以及服務，但各項開支成本高昂，服

務、產品一點都不會比香港便宜；內地做
生意，人脈關係必不可少，對於港資進駐
內地發展，除非本身是大財團、大資本家
，否則打入內地市場比較困難，這是客觀
的事實。

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港資在創新、
創意、管理、框架、語言和制度方面存有
很大的優勢，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內地一些
好的項目，如大疆創新公司的無人機，其
創建人就是香港人，只因在香港找不到投
資人，才到內地發展，現時於全球無人機
市場，佔有率穩居第一。

筆者還聽聞內地很多著名的科技公司
，合夥人都是香港人。另外，香港的娛樂
文化很受內地追捧，如近年的內地熱門電

影，《中國合伙人》、《港雋》等，都有
香港歌星的經典老歌穿播其中，令人回味
。又譬如，我們的娛樂圈天王天后、歌星
以及影星，無論是資深的還是新晉的，在
內地唱完一場又一場，場場爆滿；一線城
市唱到二線城市、三線城市以至四線城市
等， 「長唱長有」；再加上內地之大型劇
集、大電影例必有港星出演，叫好又叫座
，最近由 「星爺」周星馳製作的電影《美
人魚》，勁收逾三十億票房，打破歷史紀
錄。

據我所知，香港演藝界有很大部分人
常駐北京、上海以及橫店等工作，還有在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福建以及廣東
等地，數十萬港人常駐經商，很多人在當

地落腳超過十年。以筆者的個人經驗，還
感受到他們喜歡說自己是香港人，因為他
們在文化、教育以至語言上，均有一定自
豪感，這亦是不可否認的優勢。香港人普
遍能操國語、英語以及粵語，而且想法多
、辦法多、又勤力，善於各種生意策劃，
這都是香港人的成功特質。

總結而言，港資在內地發展，如果純
粹以傳統營運方式，肯定不太可行；香港
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用於高層次的運作
，用腦筋解決問題，這也是知識型社會的
最大特質；出方案、定策略、搞推廣以及
擅於理財，這是港人的強項，再加上靈活
的手腕與內資公司合作，港人要把握內地
機遇，比起外國人自然無往而不利。

回歸以來，香港從一個商業社會，
逐漸變成一個政治社會，從漠不關心到
諸事關心，從大學鬧至中學，無論你是
法律行業、工程界、醫護界、教育界、
娛樂界、文化界甚至科技界也好，界別
內一舉一動都與政治扯上關係，我們的
市場最終變成了殺戮戰場，這結果對大
家沒有半點好處之餘，更會慢慢磨蝕我
們固有的優勢。

可能筆者比較愚蠢，總是不明白，
醫生與政治何干？音樂人又如何與政治
扯上關係？在近期的城中熱話，香港有
位女歌手接受外國電台訪問，講述自己
如何受到 「政治迫害」；部分支持她的
人，都認為這是一種抗爭，但筆者相信
在不少人眼中，這只是一宗普通商業糾
紛，社會根本毋須為此鬧得沸沸揚揚。

對於與藝人合作，商家除了顧及形
象，最重要只是合乎一個法則，就是盈
利。如果有商家在開首找錯人合作，之
後要改變決定，如果那是一個合乎效益
原則的商業決定，外界又憑什麼鞭撻該
商家呢？難道該商家要放棄一個大市場
，然後贏取一小撮人的掌聲嗎？在這事
件上，如果商業與政治混在一起，商家
該選擇的是商業正確，還是所謂的 「政
治正確」，抉擇其實非常明顯。

曾幾何時，我們八十後的學生年代
，只愛 「講玩講食」、在學園溫書的溫
書、打球的打球，一切都很簡單而快樂

；現在，他們受到各種資訊影響，喜歡
對任何事情都加以批判，更甚者已經沒
有理性可言，利用激烈或暴力方法宣泄
不滿，結果事情解決不了，各方亦因此
而受傷，繼而撕裂。

或者身邊有人跟你說香港要變，或
者大學教授說國家存在很多問題，又或
者有議員批判國內地方管治的種種不是
；可是，筆者坦白地說，有些問題的而
且確存在着，大家應尋求改變。

祖國每天在進步，國民素質也隨着
經濟不斷提高，我們需要給予時間讓還
沒有趕上來的同胞繼續進步，正如國家
一直在支持香港一樣，雙方應互相包容
、互相學習。

行之有效的制度如今出現問題，我
們可嘗試透過多樣途徑發聲，例如撰寫
文章、參與活動及出席論壇等，當然示
威、遊行等也可以，只要合法、理性，
有一百種聲音，也無礙大家溝通，尋求
共識。現屆政府官員，比往屆之官員更
積極落區視察及會見市民，直接與市民
面對面溝通，這是筆者所欣賞的。當然
，我們亦希望政府管治架構成員能夠大
膽創新，不拘泥於陳舊思想，打破傳統
框架，接納新思維新方向，真正地與青
年溝通，了解彼此，一起努力為未來。

雖然這只是美好願景，但筆者認為
，一定要相信尊重、包容以及溝通的原
則，社會才會有出路。

現時香港社會瀰漫着一片 「人有我有」
的風氣，不少父母眼見身邊的大人安排其子
女參加不少興趣班組，在不執輸的心態下，
也為自己的子女報讀，往往別人報五個班組
，他們也為子女報讀五個班組，當別人報讀
十個班組，他們也會增加為子女報讀十個班
組，務求要子女做到十項全能，這根本就是
漠視子女選擇學習興趣的自主意志。父母為
子女報讀大量班組的背後原因主要可分為兩
類，第一類是為彌補自己在童年時沒有報讀
興趣班組，作出補償的心理安慰，也希望能
避免子女重蹈自己覆轍。第二類是希望能讓
子女增加進入父母所心儀學校的機會，取得
入場券。

寶貴時光遭興趣班佔據
父母一心為着子女的將來着想是無可厚

非的，但過量的興趣班只會扼殺子女寶貴的
童年，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人生裏最寶貴的
時光莫過於是童年的時段，不少人會不時回
味童年歲月和自小認識的朋友，沒有人希望
自己寶貴的童年會被一個接一個興趣班所佔
據！

或許你可能會問，在現今社會中個個學

生懂得琴棋書畫，他們有各式各樣的沙紙（
證書）下， 「我的子女不報同樣的興趣班組
豈不是影響入學？」其實學生發展多少項興
趣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學生堅持自己的興趣
，甚至成為箇中能手，這對於子女日後的個
人發展才是重要。除了一般的興趣外，父
母亦應該着重培養學生的高尚氣質、品味
及修養。某小學程校
長坦言： 「要教好
小朋友的禮儀，
最好是父母以身
作則，在生活
中教導，會較
自 然 ， 『身
教 重 於 一 切
，家長本身
有禮貌，可
以影響子女
。』」

早 前 外
國 有 一 個 節
目，訪問數對
夫婦同一個問
題： 「假如可以

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名人吃飯，你會選誰呢？
」每一對夫婦都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他們想
與之共進晚餐的名人不勝枚舉，當中有人回
答是已逝演員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還有人想跟名媛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歌手小賈斯汀（Justin Bieber
）等名人吃飯。

但是當這些夫妻的子女遇上一模一樣的
問題，全部的小朋友都回答： 「媽媽與爸爸
」、 「家人」，有的小朋友甚至面有難色的
表示， 「一定要跟有名的人嗎？可以是跟家
人一起嗎？」這樣的結果令這些父母大感驚
訝，接着表現十分感動，有人甚至落下眼淚
。最後影片在片尾則附上了一句： 「讓我們

把時間留給最重要的
人。」不少網友觀
看後紛紛表示：

「看了心裏有滿
滿的感動」、

「已哭」、 「
小 孩 真 的 是
希 望 我 們 大
人多賺點錢
嗎？還是希
望我們多花
些時間陪他
們？」

我 們 成
年人往往自以
為兒童日常很

空閒，並沒有想

到其實他們的空閒時間並不比成年人多很多
，父母編排興趣班可算排山倒海，為何他們
不珍惜與子女度過寶貴的童年時光？本人相
信父母的角色是養育子女成人，日後貢獻社
會，但同時父母的角色也是同行者，在子女
成長過程中一同前行，對於父母來說，與子
女同行無疑實用於只安排子女參加一個接一
個的興趣班。

親子溝通助學校面試過關
假如你是校長，你會選擇履歷豐富、多

才多藝但品德欠佳的學生，還是履歷一般，
只有一樣興趣但品德良好的學生？對於校方
來說，學生的行為、性格往往取決於其家長
，因為子女會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模仿父母的
行為。某名校校長提醒家長身教的重要： 「
今日要訓練的孩子，並非是一個取10A*的
人，而是於生活中是否懂得與人相處。」另
外，她亦表示現時各個學校的面試題目各有
不同，家長固然希望子女輕鬆面對面試，家
長可透過日常的生活教導，多點跟子女溝通
，增強他們的思考及表達能力， 「我們發覺
親子溝通較多的家庭，子女的面試表現較好
。」

秉
堅梁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日前討論青年發
展，有 「泛民」議員批評民政局提出 「一帶
一路」交流資助計劃是 「洗腦」云云，彷彿
支持國策，到 「一帶一路」國家交流就定必
是壞事。筆者認為，我們有需要釐清何謂 「
洗腦」，以及認清楚誰在洗腦。

根據筆者的粗疏認識， 「洗腦」意指不
斷、不斷重複某些言語行為，密度猶如落雨
聲般，讓人不想記起也會時刻聽到或看到有
關言語或行為。

舉個經典例子，某電視台有一段時間不
斷重複播放一首叫《越難越愛》的歌曲，近
乎達到疲勞轟炸的密度，在筆者認知中，這
就是 「洗腦」。可是，觀乎民政局以至特區

政府，都是在適當場合介紹國家策略，對於
「洗腦」二字，不能拉上關係。

其次，民政局向來有國際交流計劃，為
何去 「一帶一路」國家就是 「洗腦」，而到
其他國家就不是 「洗腦」呢？如果根據 「泛
民」議員的邏輯，帶青年出外交流，向他們
介紹異國風情或文化會被扣上 「洗腦」的帽
子，那麼到訪歐美又會否構成 「洗腦」的行
為呢？

若真如此，筆者建議 「泛民」議員也不
要到歐美、日本以至新加坡等地考察，否則
就有 「洗腦」之嫌。

再推進一步，如果 「泛民」議員認為民
政局可資助青年到歐美等地，但 「一帶一路

」國家就去不得，筆者又會疑問，是否交流
也有檔次之分，民政局只可資助青年到 「泛
民」議員認可的地方呢？筆者認為凡事應該
講道理、重理性。

談起 「洗腦」，打從2013年1月中起，
「泛民」人士就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鼓吹 「

佔中」，時間持續接近兩年，不知道這些言
行又是否 「洗腦」呢？

最近領展股價創了新高，持股股民當然
喜上眉梢，但盈利創新高和派高息的代價是
商戶、車主捱貴租、巿民捱貴貨。近期不同
政黨頻頻前往領展示威請願，表達居民對領

展種種不滿，包括商場拆售、街巿外判和車
場大幅加租。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受傳媒採訪時，
清楚表達領展商場和車場一些做法對於公屋
和居屋居民來說，是有意見的。有說法領展
問題成為影響香港民生的 「三座大山」之一
。由於它處於壟斷巿場地位，對其做法也是
無可奈何。不少政黨質疑領展外判街巿管理
和拆售盈利能力較低的商場、車場的做法有
違當年上巿承諾，即要提供居民基本日常所
需。其實早前法院有判令確定領展是有責任
維持提供居民所需，但以何種形式和怎樣提
供就無規定。

法律不外乎人情，領展除要符合法規外
，更須顧及社區關係和企業責任。筆者服務
的黃大仙區是公屋居屋集中地，有許多領展
大型商場、街巿和車場，有形容是受領展加
租影響的重災區。如黃大仙中心過去一段不
停翻新和引入連鎖店，迎合周邊遊客消費需

求。過往屋邨小店早已絕跡，貨品價格提升
，居民頗有怨言。

另外，居民現時往來黃大仙港鐵站或龍
翔道巴士站都須經過商場內升降機和電梯。
最近有居民向筆者求助，有天他乘飛機回港
夜歸，拉着行李想通過慣常使用商場通道。
誰知商場早已關門大吉，他要繞行長長斜路
才能返回居住的屋邨。原來該商場在商舖關
門後便鎖門，其時港鐵和主要巴士還在營運
，這對夜歸街坊帶來很大不便。

雖然法例上領展商場毋須跟隨港鐵營運
時間而開放，但考慮周邊社區關係和居民感
受，領展應從善如流延長開放時間與港鐵看
齊，贏回巿民掌聲。

▲港人宜發揮自身優勢，把握祖國發展
機遇 資料圖片

▲領展去年出售旗下五個商場。圖中香港
仔田灣商場屬其中一項目 資料圖片

▶親子時光往往令
人回味。圖為市民
前往大埔船灣淡水
湖遊玩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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