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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思辨角度論香港中文教學路向 

 

王晉光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教學兼顧語文、文學及文化，這三項原也互相兼容。針對社會人士

評論香港學生文化素養及思辨能力不足之現象，本文從文化及思辨角度切入課題討論。

本文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在於不斷吸收和補充新養份，中國文化不斷南移正達到這一

目的。當今世界潮流朝著民主、人權、法制、公義發展，香港社會既秉承了中國文化南

移的傳統精神，又充分掌握人類社會進步的脈搏，香港文化已成華人社會的楷模，香港

學生宜由此點反思，重訂學習目標，並將香港建設成華夏模範城邦。 

 

The New Direction of Teaching in Chinese -- From the Approach of Speculation on Culture 

 

‘Curriculum of Chinese’ in Hong Kong consists of subjects of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As practices change with time,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tent of Curriculum of Chinese has become less and less. 

In the other side, new elements like democracy, freedom, human right, justice and legality, 

modern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skill, etc, is increasing in lo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Obviously, this indicated that Hong Kong society is more progressive than elsewhere of 

Chinese(includ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This paper intended to point out that teachers of 

Chinese in Hong Kong should recognize this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ponder, to criticize 

mo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Hong Kong and China. 

Hong Kong citizens have ability to build the special region to be a model city of societies of 

Chinese. For this purpose, we should not change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o enhance this, our teachers should educate the young generation to study more in 

thinking art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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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所謂「文化」 

 梁漱溟(1987，頁 1)《中國文化要義》云：「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切。」這樣

解釋「文化」，容易失之過寬。勞思光﹙1998，頁 1-6﹚《中國文化要義》認為以「人類應付環

境之活動的成果」來定義「文化」會是很膚淺的說法，他不滿足於這一解釋，以為文化是在超越

自然環境、生活需求、群體才能這三者所衍生的某種特性，這一特性可能是「經驗事實領域以外

的成素」，「由自覺的價值意識決定」，他舉了一個有趣的例子：如果缺水的民族制訂「出浴」

禁令，多水的民族發展戲水「風俗」，「這種差異，不能說是文化特性。」﹙勞思光 1998，頁

309﹚因此他著重闡述「文化精神」。但今日所見，一般文化史的書籍，大致上都朝著物質文化

或精神文化兩方面論述，或兼而論之，例如譚家健﹙1989﹚主編之《中國文化史概論》，由李學

勤、余冠英、陰法魯、許家璐、郭朋等名家執筆，內容包括典章制度、文學、宗教哲學、藝術器

具等。用當代語言表達，就是「硬體文化」和「軟體文化」。從地下發掘出來的古代人造物品，

如鐘鼎燈戟，自然都屬硬體，簡帛碑石上的文字則是軟體，但軟體既借硬體為載體，硬體成軟硬

之見證，軟硬許多時候不能截然分開。文化，是綜合性的。 

文化與教學 

文化不能離開教育。文化是人類從生活中累積起來可以改善生活的寶貴經驗，從簡單的策

略、系統的知識以至周密的思想，都屬於「文化」，製之成形則為器具，傳之他人則為學問。器

具複製和學問播傳均需倚賴教育，而教育的工具是語文。因此，文化傳播最直接的途徑是由語文

教學開始。 

過去香港中文教育發展 

王齊樂﹙1996﹚曾著專書論述香港中文教育，不過其討論範圍祇延伸至四十年代，而內容

則比較偏重於中文學校興衰。戰後三十年，香港中學的語文科一直稱「國文」。無論舊制六年，

還是新制五年，中學以至預科課程，中文科均包含若干經史子集成分。因此，以前的學生對中國

傳統文化和歷史的認識會比較豐富。 

七十年代中，中學國文科分為兩科：供選修的「中國文學科」，及全體必讀的中國語文科。

後來中國文學科選修生越來越少，而中國語文科則逐漸偏向於語法和修飾的分析講授。課本選文

逐步增多現代文章、減少古文——近年又較多選入香港本地作家文章，於是中學中文科之中，中

國傳統文化的色彩的確比以前淡薄。 

八十年代後期，教育當局認為預科中文教學應該「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了解」﹙香港教

育署，1989﹚。因此，1992 年 9 月，在原有的預科選修科「高級程度中國文學」﹙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1992﹚之外另外開設「高級補充程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1﹚

供全體預科學生修讀，1994 年舉行第一屆公開考試。惟教學不再著重講解範文，改以討論問題

為主，所選篇章亦非優雅的古今文學作品，而是以討論哲學、教育或人生問題的文章。1994 年 6

月增訂「文化常識類」的「指定閱讀書籍」，同年 9 月起生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7﹚。就

觀察所見，該科思考成分較濃，並不專注於中國傳統文化。 

香港人心目中的「中文」，既指中國語文與文學，亦兼指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之命

名，即有承傳中國文化之意。未來香港的中文教學又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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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年(1947-1997)來香港中學中文教學的變革有優點，也有缺點。現時香港中學畢業生確

實因為對傳統文化常識缺乏瞭解，同時又在書面語表達方面出現很多誤差，而備受指責。但捨此

而外，社會正在轉型，要求教師在思辨和文化方面加倍留意，讓學生對傳統文化有較多認識，對

當代中國文化有較多體會。其實，除了使學生在語文表達及文化認知上減少錯誤外，教師還應從

思辨和文化角度著手薰育，激發青年增強社會責任感，增強建設香港和中國的信心。 

思辨與文化 

所謂思辨，主要指分析和批判，具備這兩方面的能力即具思辨能力。一個族群應該能夠肯

定自我生活經驗，知所不足，改善錯誤及邁向更高生活理想，才是人類高度文化的表現。 

思辨與文化應該是語文教育的基本內容。從大方向來說，香港中文教師理應注意中華文化

重心南移之現象，並循此現象掌握重心，指導青少年學生，開放心靈思辨，及吸收當代文化，以

增強他們的治世實力和建港信心。 

中華文化在周邊 

文化重心早已開始南移 

「中華文化在周邊」，這句話有歧義，可指中華文化在周邊地區傳播及影響的痕跡，也可

以指中華文化重心已南移，不在中原而在周邊地區。本文所指的是後者。 

以前都說華夏文化起源於黃土高原，但北京猿人發現以後，西面的陝西藍田，東邊大汶口、

河姆渡，南至柳州柳江，各地先後發掘出不同時期的早期文化遺址。因此，中華文化也許並非單

一來源。 

歷史學家早就指出，從周到唐，文化政治重心雖然在北方，但宋代開始，文化已經逐漸南

移。嶺南人稱道的張九齡，是唐代宰相中特別的例子。到了宋代，文化重心幾乎移到江西，贛、

閩、粵人才輩出。這大概與教育普及有關。 

有一個現象，大家都知道：中國歷史上的璀燦文化，都與漢民族跟外族廣泛接觸而受到衝

擊有些關係，漢唐通西域最為明顯，宋代禪宗與理學得自佛教東傳，宋詞和元明戲曲與胡樂有關。

現代新文化運動發起者陳獨秀與胡適等人的變革靈感，也來自中西文化交流，杜維明﹙1997，頁

181﹚就指出：「五四時代，陳獨秀在《新青年》的宣言中所代表的新精神，是和中國的傳統極

不相同的。事實上，所謂的新精神，約有七八條是美國的……更具體地看，所謂『西化』很多是

『美化』。」 

腐敗無能的滿清王朝被英帝國主義者打敗，從此門戶開放，百姓飽受外族凌辱，當然是中

華民族曠古未有的災難和奇恥大辱。但另一方面，尤如海外一些人慶幸百年前敦煌文物被盜一

樣——若非被盜，早就像十三陵出土文物一樣，在屢次運動和「史無前例」時期被毀滅了——帝

國主義的槍炮無意中帶來了西方文明，喚起了同胞的革命意識和民主精神。不管洪秀全還是孫中

山，從鴉片戰爭起，到香港回歸止，一百五十年來，出色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總或多或

少受西方文化影響，其中南方人在比例上漸與北方對等，甚至超過。 

古代禮樂精神實質上早就喪失，即使不是蕩然無存，現代中國所剩也無幾了。所保留下來

的，祇是文獻上的記載。有一些古老的民間文化，風俗習慣，方言和精神文明，如婚喪禮儀之類，

還保留在臺灣或南洋華人生活中間，周邊國家如韓國、日本、新加坡，也有一些。中國大陸五十

年來經過馬列主義的滌蕩，可說精神面貌一新，但世人對其評價卻是貶多譽少——最大的特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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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一套做一套，喪失「恥其言而過其行」的本質。因此，單純保存古代文化固不足以令社會進步，

必須加入新血，增進新養料，才能延長舊文化的生命，給民族帶來生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舊文化要翻新，一定要吸收新元素，古人早就明白這道理。但新元素也必須經過反覆證驗汰留才

能最終成為文化養份。 

當代中華文化南移之原因 

(1)閉關自守使文化發展停滯以至退步 —— 中國大陸過去幾十年閉關自守，思想、文化、

經濟各方面都是築起圍牆自力更生。1981 年我到上海，對一個同鄉說，平心而論，上海比香港

至少落後二十年。二十年後，上海追上香港沒有？似乎還沒有。中華文化每一個璀璨時期，似乎

都發生於中西文化交流之時或之後，如漢唐之通西域，一般認為宋詞和元曲的興盛也與西域胡樂

傳入有關，而現代新文化的代起更是受了歐風美雨的影響。長期閉關使中原地區的文化發展中

斷，可以預料的是，直到公元 2030 年，無論精神文化或物質文化，中華文化之重心仍留在周邊

地區，不在神州大地。 

(2)留學生一去不返 —— 唐代日本留學生和遊學僧來華，回國後帶給日本漢化的衝擊。晚

清至抗戰時期，中國出國留學生幾乎全都回國服務，帶來維新運動和五四文化高潮。令人失望的

是，「改革」開放二十年，出國留學人員總數三四十萬，結果大部分留在西方不回來。這批受過

高等教育者，相對於十二億工農兵，自是精英分子，本來不留學也能發揮文化作用。一走了之，

對於中國文化來說，未嘗不是一種損失。一增一減，使人慨嘆而已。 

    (3)統治者並不重視文化的整體建設 —— 中國仍然是思想封閉的社會。據《明報》記者報

導﹙1998 年 11 月 1 日 a﹚河南信陽巿異見人士欲組織「腐敗行為觀察」組織，遭當地政府勒令

停止。這是無數例子之一。任何平民想登記註冊成立甚麼社團，當局總是千方百計阻撓。這社會

的封閉性質可見一斑。這與香港任何人皆可註冊組織社團，形成強烈對比。 

    幾十年來對知識分子的迫害使民眾鄙視教育，這不必多說。即使改革開放以後，大家注意到

亞洲蛇頭日本和四小龍都注意基礎教育，大陸各地給教育撥款在比例上也仍然偏低，對教師的待

遇也存在歧視或忽略的現象。這種忽略教育事業的做法，無助於文化水平的提高——即使提高也

是緩慢的。 

五四時期知識分子高呼口號要德先生和賽先生，八十年了，德先生還遙遙無期，賽先生呢，

我們所能驕傲的仍然有限，即以機場 X 光檢查儀器到長征火箭而論，是應用的成份多，而發明

的成份少。六個獲得諾貝爾科學獎的華人，他們的尖端科學發明全部得自美國高等學府的支

援——這樣說來賽先生也一樣是遙遠難期。如果長征火箭帶有拿來主義性質，那就更糟——照目

前的情況推測，德先生和賽先生要抵達中原大地，恐怕還得三五十年。 

不能綜合發展，毛病很多。常往大陸旅遊的人都會發現，各地政府確在努力開發旅遊景點，

但遊覽區或不設廁所，或廁所缺水、骯髒、沒有遮掩等。發展旅遊而不發展廁所，祇是一個小例

子——許多人早已提出，單是經濟改革，政治制度和文化體制不許變，必然產生更多的問題，好

像貪污、腐敗，就無法像新加坡和香港那樣有效控制。 

(4)地域差異所導致的文化發展 —— 說是有五千年的文化傳統，但長期以來中途不斷向四

面八方擴散，以後各地就發展了各自的文化體系。有些人喜歡「港臺」並稱，其實港、臺差別很

大：香港是滲透了英國文化的南粵文化，臺灣是滲透了日本文化的八閩文化。至於東北，不難想

像有俄韓的文化在其中，新疆有波斯和回教的文化，滇桂與泰緬越文化交匯。中原文化不能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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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鄙文化的優良成分，祇會日漸僵化沒落。 

以上各點意見，中文教師可以提出來給中學生討論，無論否定或肯定，皆可以刺激學生思辨，並

引起他們對中華文化的關注。 

應該肯定香港文化 

悠久的文化，悠久的關係 

在建造新機場以前，考古人員趕及在東涌一帶發掘，發現了石器時代的遺址和遺物。證實

香港五六千以前已經有人在此生活。 

五十年代在深水步東京街發現的李鄭屋古墓，考古學家從碑銘文和出土器物推斷，應建於

東漢時期，即公元 25-220 年的期間的古墓。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被俘，讓蒙古兵押解，從伶仃洋送往燕京。他的族人卻留下來，在元朗

錦田一帶生活至今。文姓族人與侯、鄧、彭、廖等形成所謂「新界五大族」，也標榜他們的衣冠

身世。九龍城啟德舊機場附近有一個「衙前圍」，有六百年的歷史。這些，都說明香港並非英國

人入侵才開化，香港自古以來與中華文化是息息相關的。但是，不可否認的是，其中也有地域文

化的差別。 

香港社會的優勢  

    (1)中西文化交匯中樞 —— 上了年紀的知識分子都知道，本世紀前半期，上海經濟比香港

發達，文化氣息比香港濃厚。確實如此。但歷史無情，五十年的封閉停滯，足以使上海再落後幾

十年。過去五十年，香港代替上海，成了十里洋場，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多姿多彩的文化——

從飲食、娛樂，藝術、思想，到工業生產管理，都走在華族社會的前列。除了科技——這裡沒有

長征火箭和核子彈，但六個諾貝爾獎得主，前五個的基礎教育出自國民黨，崔琦則在港英殖民政

府統治下的香港培正中學唸完中學課程，這不值得中國人深思嗎？就說建築，古老的園林技術還

是中國了得。香港志蓮禪苑仿唐建築群，新加坡百年古剎雙林寺的重修工程，都禮聘中國建築師

幫忙。不過，為了防止屋頂滲水，志蓮禪苑的主殿在瓦片和椽木之間舖了柿樹皮，這卻是日本的

技術，並非完全是中國古老的文化，何況整個木構建築群祇是仿造，不是創新，嚴格來說祇是恢

復唐代文化而已，比不上匯豐銀行和中國銀行的新穎壯觀，它們代表了現代建築學的造詣。匯豐

銀行讓英國人設計，那還情有可原，可是中國銀行不聘請國內建築專家幫忙，反而找在香港和美

國活動的貝聿銘設計，是甚麼原因呢？大概是青黃不接，像梁思成那樣的大師很難找到了！李光

耀曾經慨嘆新加坡派出最好成績的學生出外留學，回國後卻設計了火柴盒似的組屋，後來才領悟

建築須靠藝術稟賦，不是成績優秀就能攻讀。香港的建築文化在東南亞即使不是首屈一指，也是

居於前列。這與香港人思想靈活、善於融通中西文化有關。 

(2)普及教育順利推行 —— 直至七十年代初期，香港還是推行精英教育。以後九年免費教

育推行，與臺灣、新加坡一樣，教育全面普及化。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提高了。但是，

長期以來，小學半日制，使香港的普及教育在素質方面受到嚴重影響——若非不斷從祖國大陸移

來大批教育程度參差的新居民，香港的小學全日制早已實行好幾年。這一點，還會是香港的長期

包袱。 

(3)建立反思文化、迅速改善 ——  反思﹙反省﹚過失和改正錯誤也是文化體現。亞洲人

民對戰後日本當政者一直都反感。德國人知道侵略是不義的，他們的上一輩帶給侵佔區人民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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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的災難，他們懂得反省和道歉。但日本人呢，他們不斷進靖國神社參拜上一代戰犯，這等於

歌頌侵略行為。因此，亞洲人民對日本政治家反感而外，總得提防豺狼再一次發動戰爭，殘害生

靈。這就是「前事不忘，後事之師」。 

    香港人的反省是從 1967 年暴動，港英政府上層做起的。暴動過後，港英做了檢討，明顯改

變了統治策略。 

    當時鑑於很多青年被人「煽動」參與非法集會，港英立即展開搶奪青年的行動。有人獻策，

在卜公碼頭上開黑燈舞會──廣邀青年男女摸黑跳舞，由官方免費供應場地音響茶水，並出動大

批軍警保護。這種舞會開了幾場，欲導青年於何所——其用心是昭然若揭的。但最有意義的是，

此後當局每年花費大量公帑，大搞暑期活動。從此以後，學校更注重課餘活動，後來特別設置課

外活動主任以推廣，又逐步在學校設立社會工作人員，以關心、輔導學生成長。甚麼「青年政策」

一類東西不斷拋出來，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教育制度也開始轉變。首先是會考制度改變，以往中學會考，中英文以外， 

必須有一科理科或一科社會科學，一科文科，如此組合共五科合格，才會獲頒「畢業證書」。會

考不及格的人很多，都不頒證書，怨恨者眾。當局迅速改變辦法，只要參加考試，即使一科，也

頒發證書，任何五科戊級，即算完成中學學歷。雖然換湯不換葯，似乎也能減輕了一部分人的壓

力。以後教育制度不斷變革，大方向是以學生利益為重心以及政策民主化，顯然吸收了教訓。 

對於大學生，當局提供助學金及免息貸款，貸款在畢業後分五年清還，使家境不好而肯用

功的人也有出路。 

石慧、傅奇（現已移居加拿大）因為涉嫌抗爭，被港英遞解出境，但卻留在深圳橋頭露宿，

向來往旅客解釋港英的「人權」政策。港英祇好接回傅奇夫婦。以後除了非法入境者外，對政治

犯不再施行遞解政策。七十年代初期，專上學生聯會成為冤情大使，幾乎每日都有巿民前往學聯

投訴，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六十年代初期，相信學聯諸君只能等待坐牢或遞解出境了。可見港英

政策已有很大改變。五十年代至七十年代初期，敢於站出來講人權，講公義，而不受迫害的，只

有一個人──先施公司的公子馬文輝。他利用「聯合國香港協會」的招牌說長道短，因為出身世

家，不是勞工階層，港英也拿他沒辦法。你看六五年反對天星小輪加價，帶頭示威的兩個人，下

場是多麼慘── 一個被迫自殺，另一個長期失業，每次找到新工作，總有政治部人員去搗亂，

因而無以為生。從港英容忍專上學聯不斷支持巿民投訴示威，到港英自己設立行政立法兩局議員

辦事處調查投訴，後來且容許行政申訴專員獨立工作，港英的政策是越來越「民主」，不要忘記，

這是當年許多左派烈士用血的代價換來的。 

    為了塑造親民形象，港英在各區設立「民政司署」，代替舊華民政務司署， 

以方便巿民詢問和辦理宣誓一類的瑣務，後來改為各區政務署。 

    七十年代初，英國政府從外交部調來職業外交官麥理浩，代替貪污黷職者出任港督。以前港

督都是殖民地部官員，從新加坡、馬來亞等地調來，使用的行政策略總跳不出壓迫殖民地人民的

慣技。這次顯然是英國政府政策的一大改變，目的是要起用新人用新政策治港，一改其前輩的高

壓手段。 

    相信不少人還記得，1967 年左派高叫「港英不叩頭就走頭」，這提醒港英， 

你們時日無多。麥理浩上任不久，大概對這口號耿耿於心，於 1972 年急急忙忙跑跑到北京，卜

問香港前途。據說，北京政府原來並未想到何時收回香港，英國急於問這問題，顯然是「港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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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的口號提醒了英方。盼望香港早日回歸的人，應該感激五月風暴的烈士。麥理浩知道答案後，

為了有效管治香港，著 

手推行一系列新政。首先，他以清潔香港運動為試點，初試啼聲後，隨即展開艱巨的反貪污運動。

這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香港巿民憑個人觀察和了解，也會認為，1967 年那一場風暴儘管颳得不合時宜，受傷害的

人也很多，但換來港英政策轉變，得益的除了港英外，還有廣大同胞，也不能說是毫無意義。二

十多年來，香港勞資雙方和衷共濟，充分發揮所謂「拼搏精神」，使香港經濟飛躍發展，而巿民

能普遍享受豐盛的果實，必須承認，這要拜五月風暴之賜——港英充分反省和改善，改高壓為懷

柔。 

十年前香港百萬同胞上街遊行，有些人粗暴地斥之為「顛覆」。把反貪污、反腐敗、反特

權的人通通都列為顛覆分子，那不是等於昭告天下，自己是與民為敵嗎？相比之下，誰優誰劣，

不是很清楚嗎？有些人簡單地把香港過去三十年的經濟成就概括為得自香港人民的勤勞，果真如

此，南昌、蘭州、貴陽…..的人民難道都不勤勞嗎？同是華夏民族子孫，都同樣勤勞，為甚麼差

別這樣大？道理祇有一點，香港政府和人民能反省，能改善——這也就是「文化」差別。我們希

望，香港這種文化優勢能給其他華夏子孫參考借鏡。當然，新加坡華人也是能反省的，例如，他

們曾經推行節育措施，也一度推出優生法——受過專上教育的女性可以多生一個，後來發現衍生

不少毛病，立刻就改善了。 

過去一年，香港可謂災難深重。禽流感疫症流行，醫療事故頻生，以至金融風暴導致經濟

蕭條，不幸事相繼而來。然而，我們看到，以董建華為首的政府官員能夠吸收教訓，進行反省，

迅速改變措施，應付過來。殺雞事件雖然忙亂，那祇是技術性問題，實際上卻立刻控制了疫症傳

播。從一招變為七招，毅然大手吸納藍籌股票以抗擊國際「大鱷」﹙報界稱超級投機家為大鱷﹚

擾亂股巿，儘管當時頗有爭議，事後，據匯豐銀行集團主席艾爾敦謂，「在月初舉行的國際貨幣

基金及世界銀行聯席年會上，與會銀行家均對香港的狀況，表示了解及同情。」（《信報》記者，

1998 年 10 月 24 日）這說明香港政府能夠反省，已掌握「應變文化」。 

1998 年有人大肆慶祝抗洪勝利。六月某日，小兒子興沖沖從小學放學回家，說學校為長江

水災募捐，他捐了五塊錢，追問我捐了多少。五塊錢祇能買一個漢堡飽，我卻不敢笑他，錢雖少，

也是一點心意。這倒令我想起，1991 年華東水災，香港同胞捐了好幾億，1998 年是百年大災，

災情明顯比當年嚴重，可善款卻少得多。為甚麼呢？報章上和電臺廣播裡，都有人提出這樣的問

題：為甚麼年年水災？為甚麼一年比一年嚴重？「慶祝抗洪勝利」值得高興，還是無須慶祝抗洪

勝利更值得高興？於是我明白了，善款比前減少的原因固然可以算在金融風暴導致廣泛失業的賬

上，但香港人的頭腦畢竟還是清醒的——連外國人也說：｀During the past three weeks China has 

stepped back 30years, even 30 centuries.’ ﹙Kynge,1989﹚——三千年前，那豈不是差點兒回到大

禹治水的時代！這值得自豪嗎？值得慶祝嗎？當然，那位外國人還說，藉著抗洪機會，解放軍改

變六四以後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香港政論家李怡﹙1998﹚也指出，有的政治家就借此大災難來

宣傳民族凝聚力，以爭取民心。這些是譏笑還是實話，香港人在捐款之餘，正可深刻反思。而中

學教師更應藉此引導學生反省。 

政論家洪青田﹙1998﹚〈李光耀治新與董建華治港〉一文說：「現代世界與中國世界無時

不在拉扯香港。香港跟隨中國，便脫離現代世界；跟隨現代世界，便脫離中國。要在兩個軌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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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行，一不小心便會垮脫。董建華卻完全沒有危機感，沒有憂患意識。」說董建華沒有危機意識，

並不公平——至少〈施政報告〉﹙董建華，1989﹚就是要從長遠目標擺脫香港的困境和找尋出路，

不過這也不要緊，即使董先生沒有危機感，洪青田有就夠了，最怕是全市瘋狂、舉國瘋狂，以為

一回歸，甚麼都可以解決，從此無憂無慮，那才糟糕。 

敢於反思﹙或云反省﹚，不斷改善，這是香港文化的優點。 

(4)開放的心靈、開放的社會 —— 1996 年浸會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成龍，這件事可與

列根當選美國總統媲美。梅蘭芳在外國極受歡迎，五十年代初也曾風光一時，文革不死纔是他的

福氣。電影演員獲頒榮譽博士學位，臺灣、新加坡沒有，大陸更不會有。有人說周星馳一類的人

才永遠不會在新加坡產生，因為新加坡社會不及香港開放，不會承認周星馳是一個「人才」。 

我們比較一下中央電視臺(CCTV)和香港電視臺的廣告，就可以發覺兩者的風格，從美感、

氣魄、動人等角度觀察，絕大部分廣告製品是香港拍攝的比較優勝，原因呢，香港人腦筋靈活，

思想開放——這卻不一定與政治有關。 

(5)言論自由，讓傳媒承擔監察重任 —— 開放的胸襟，開放的心靈，帶來開放的社會，帶

來欣欣向榮的生活氣息和文化體制。 

華人社會裡，最廉潔的政府恐怕是新加坡。其次是香港，然後是臺灣。大陸貪污、腐敗盛

行，連官方也不否認。新加坡廉潔主要靠法律和教育，香港除了有新加坡的優點外，傳媒居功不

少。香港傳媒勇於揭發黑暗，減少當政者的「黑箱作業」和掩飾錯誤的機會，使香港社會更公平

更進步。這與其他社會只有一言堂，容許美化揚善、不許批評權貴、不得透露真相等等，當不可

同日而語。傳媒負責的優良作風勝於宋代的登聞鼓院一萬倍，是我們社會珍貴的文化產品。 

(6)精英當政、任人唯公唯賢 —— 據說英國的文官體系源自唐代制度，但英國人發展得很

好。新加坡和香港的文官制度出自同一系統，整體來說，其效率和作風是差不多的。政務官的薪

金待遇優厚，應聘者多，選拔嚴格，有時甚至從成千上百人中選一人，選出者一般都較優秀，也

能因養廉自愛，重視傳媒意見，對於香港社會的政治穩定有很大的幫助。這也間接幫助了香港的

文化建設。 

(7)並無暴發戶心態 —— 香港大約有四百家中學，接近一半是用捐款者或者其親長的姓名

命名，如李嘉誠中學、鄧顯中學之類，有的甚至捐建兩家以上中學，如呂明才中學、余振強中學

就各有兩家。這種捐款文化是其他華人地區所沒有的。改革開放二十年，十二億人口中，富戶總

數恐怕早已超過香港，很應該推廣這種捐款文化。 

香港人並沒有暴發戶心態，有錢人反而大都謙和收歛。你看邵逸夫到國內各大學捐建樓房，

李嘉誠捐建汕頭大學，他們並沒有給人趾高氣揚的印象。十年前，聽說有些地方的富戶比燒錢幣，

在卡拉歌廳爭相比鬥誰能多送花籃給歌星——一個小花籃三百人民幣，有的送一百個，那才真是

暴發戶作風。 

「香港文化」——成熟的制度和邁向成熟的文化  

香港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一套逐步形成的走向真正民主的、能尊重他人自

由的生活方式，這個社會建立健全的法制，拋棄鬥爭哲學，以和平相處的思想生活，鼓勵巿民在

法制內開放心靈，政府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讓所有巿民都有機會致力開展其理想事業。不過，

在物質文化方面，香港基本上是拿來主義，甚少有驚世的發明，這方面還待改進。 

香港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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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鬥志的下一代 —— 由於近三十年經濟發展迅速，香港雖未如新加坡那樣，宣佈

成為世界頭二十五個富裕國之一，但居民普遍改善生活，衣食充足，並提高文化修養，卻是事

實——三十多年前，全港餐廳都掛著「隨地吐痰乞人憎、罰款二千有可能」的牌子，廣泛宣傳衛

生，叫人不要隨地吐痰。現在這些牌子都消失了，因為香港本地人不會隨地吐痰。這是一個顯著

例子。但富裕帶來的後果是讓下一代養尊處優，不知上一代的艱苦奮鬥，沒有鬥志，沒有憂患意

識，不肯努力，將來可能會遭其他地區的人所淘汰。 

(2) 受北面歪風衝搫——過去，有些人不斷宣傳資本主義要污染中國社會。事實剛相反。

而大陸則保存香港四十年前的狀況，到處是各種標語，但到處是不重衛生、不守秩序的居民。很

多香港巿民坐火車往北區上班，都避免乘坐往羅湖的列車，因為經常來往羅湖的人士另有一種習

氣。看看臺港和新加坡報紙的報導——誰都知道，教育影響了中國內陸兩三代人的文化修養。劉

再復﹙1998，頁 11﹚嘗撰文暢談新來港人士把在內地養成的陋習帶來香港污染香港社會的情形。

我們並不反對內地人移居香港，但我們深信，領受馬列和文革洗禮的年青一代，必將給我們社會

帶來嚴重的衝擊。 

(3) 社會發展不平衡 —— 隱憂之二是大家越來越重視物質享受，忽略精神文化，造成整

個社會心理失去平衡，一旦遭遇問題，不能從容應付，悲劇時生。近來的自殺問題日趨嚴重，便

是一個例子。 

思辨訓練和建設本土文化：下一世紀香港中文教育的路向 

建立理想 

文化由生活創造，生活應該有理想。當然，理想過份，會變成奢望，容易招人譏笑。《信

報》編輯崔少明﹙1998﹚就這樣譏笑某些香港人： 

我們痛恨中共黨國不分，但在九七氣氛下，自己也落入同樣的窠臼，把中國的東西統統

當作黨八股，一概否定。加上因暴富而滋生的本地意識，我們把自己當作人類致富的典

範。沒有其他經驗﹙除了政治上，因為香港還不是民主政體﹚值得我們學習。我們自稱

國際城巿，其實想把自己當作地球的中心。 

崔君的話未免以偏概全，不能深刻反省的香港人畢竟祇是少數。大多數的人，尤其是知識分子都

知道香港的優點和缺點，未來的難題在哪兒。去年年底，東南亞金融危險風暴初現，「香港電臺」

晚上聽眾自由議論的時間裡，就有不少普羅大眾打電話去，他們問，工廠都搬到大陸去了，我們

這社會將來靠甚麼生存呢？這種危機意識是很可貴的。董建華先生提倡發展高科技，也不過是解

決就業和生產危機的一個辦法，但比起臺灣和新加坡來，還是晚了一大步。 

    崔少明君對香港某些人的諷刺其實是善意的，他能提醒大家，要警惕將來，不要樂極生悲。

這也就是我說值得發揚的「反思文化」。不過我們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女士卻有另一種看法。

據《明報》記者﹙1998 年 11 月 1 日 b﹚報導，她「向意大利商人指出，香港的目標是要成為亞

洲首屈一指的國際城巿。」陳女士不是年青小伙子，是資深老練的政務官，已經接近退休年齡，

不必信口開河來撈取政治資本。她認為，大陸要繼續開放，「國營企業所需的龐大資金，大部分

會向外籌集，而香港的獨特位置將會令香港可以在此事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這事將會強化香港

成為亞洲首屈一指國際城巿的機會，令香港可以享有猶有倫敦對歐洲或紐約對北美那般重要的地

位。」文化發展往往伴隨經濟起飛而來，我以為香港文化在原有的基礎上，正可以發展成為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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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新文化重心——把香港建設成為華族社會的光輝典範。 

北京是元、明、清故都。這三朝是中國歷史上最獨裁、最專制、最黑暗的時代——大興文

字獄，滅絕人性，縱容貪污、腐敗，幾乎使中華民族淪落至萬劫不復之地。京式文化代表古老文

化的延續，並不值得我們羨慕，我們寧可與封建文化決絕，以自由、民主、人權、公義、法治的

新文化取代舊文化，以之建設香港、維新國家，使中國成為經得起歷史考驗的文明強國，而不僅

是軍事強國。從這個意義上說，建設香港文化，就是為了發展和支援中國文化而鋪路。經濟和文

化重心全面南移，下一世紀中期，我們就可以驕傲地向全世界宣佈：香港是民主、自由、公義的

社會，法制健全，經濟繁榮，是華族社會的模範。 

發展本土文化的意義 

(1)「禮失而求諸野」——他日香港以豐盛文化支援中原 —— 第一個在乓乒球國際賽中獲

獎的中國運動員據說是來自香港的容國團，雖然他的父親是左派工會領袖，容國團在文革時仍被

鬥得死去活來。然後是李麗珊奪得奧運會金牌，香港人歡喜得幾乎瘋狂了。還有數學家丘成桐，

諾貝爾獎得主崔琦…..不管是不是驕傲自大得過份，這到底啟示了六百萬人中也有一股文化氣

息。何況，不要忘記，第二代新儒學的重要人物，牟宗三、錢穆、唐君毅、徐復觀等，全是長期

在香港生活和研究，許多蜚聲國際的文史學家如饒宗頤、劉殿爵、柳存仁、余英時、劉述先等，

都曾經長期在香港發展其學術事業。過去香港有如斯文化現象，通過發展教育，可期望香港將來

能以更豐盛的文化成果支援中原。 

(2)分道揚鏕、公平競爭 —— 建設另類文化，讓香港成為中國的夏威夷。杜維明﹙1997，

頁 180﹚談到夏威夷的情形說：「它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多語言的社會，它的亞洲化傾向當

然十分明顯。」意思是說夏威夷的亞洲文化在美國社會主流文化之外。我們大可以模仿夏威夷——

政治主權是一回事，文化建設是一回事。何妨，發展下去，說不定有一天，像印度大陸一樣，要

靠中國、泰國、錫蘭、日本等國保留下來的佛教文獻和實物，才知道他們祖先曾經有過那樣光輝

燦爛的精神文化。 

(3)文化之邦的最佳典範 —— 香港今後的任務是建設一個自由的、民主的、循法的、公義

的、保護人權的以及繁榮昌盛並且安居樂業的社會。中文教師應當配合政府，建設香港，最終讓

香港成為人類文化之邦最成功的例子。 

著名小說家、資深報人查良鏞﹙1984，頁 53﹚曾經這樣說：「香港人如果好自為之，於己

有利並於人有利，則我們幹得愈好，事情愈有可能接近我們的意願而發展。」他的話是在中、英

談判時期說的——事實上香港廣大巿民的意願從來沒有得到政治家的尊重，但歷史演變從來就不

是根據人民的意願去進行的——否則，舉世震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豈不成了六億五千萬

人民的滔天罪行？因此，香港人無論怎樣想，總得接受現實。查良鏞的話到現在仍然有它意義。

查良鏞是浙江人，這使我們想起西子湖畔的勝景「花港觀魚」，要維持良辰美景，首先須防止污

濁的江水湧來滾蕩沖塌它。祇要容許我們有思想空間，我們就可以利用這有限的空間，鼓勵下一

代，充分發展理想的文化事業。 

維持獨特的文化體系與中文教學 

 (1)學習繁體字的意義 —— 據費錦昌﹙1997，頁 220﹚資料，1956 年 1 月 28 日國務院全

體會議第 23 次會議通過〈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對於

中華民族文化是禍是福，到現在還不能肯定。臺灣學者陳新雄﹙1996，頁 302-307﹚曾撰文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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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簡化字推行的原因和帶來的弊病。看大陸街頭招牌及各類文告，繁體字廣泛流傳使用，及許

多學者私底下表示，對簡體字非常反感，可知在客觀上看推行簡體字事仍可商榷。據陳新雄﹙1996﹚

引述，推行簡化字的理由主要是藉以普及教育、擺脫落後，便於書寫以節省時間。然而，恰恰相

反，過去幾十年最懂得浪費時間的是大陸官民，而教育最不普及的華人地區也是中國大陸。事實

也證明了，臺、港同胞學習和使用繁體字，要看懂簡體字真是易如反掌，但大陸同胞學習了簡體

字，對繁體字即一籌莫展，十年八年也無法翻身。簡體字對於古代文獻整理明顯是不利的，對於

當代美術創作﹙如書法﹚和語言學習心理、電腦中文程式語言的設計等是否有利，還有待於實驗

證明。某些政治家大喊「先破後立」，問題是破而不立，像文革破壞無數文物，連傳統風俗習慣

和美德也破壞了，除了確立鬥爭哲學外，立了甚麼呢？既然簡體字是曠古未有的破壞，利弊屬未

知之數，香港現在還有條件保存這「古董」，不如請統治者開恩，暫時不要讓這裡廢棄繁體字。

且為中華民族保存一方清淨地！待你們證明「簡化字」是發展國家經濟和文化的萬能武器以後，

才在香港推行未晚。破壞容易，已壞的東西是永難恢復的。香港教育當局不妨規定，在香港地區

以繁體字為正體，以簡體字為手寫體，就像英文的大寫小寫那樣。 

文獻材料﹙費錦昌，1997，頁 250﹚顯示，1958 年 2 月 11 日，著名史學家陳垣在《人民日

報》上發表其在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的發言〈我國文字不改革，「白」的狀況就不易改變〉，

要求用革命精神來進行文字改革，全民族推行漢語拼音。幸虧後來沒有進一步以拼音取代漢字，

否則，必釀成中華民族的另一個大災難。以拼音作為工具來學習普通話是好事，但全面廢棄漢字

而以拼音替代，在方言紛歧和四聲未泯之情形下，恐怕要混亂幾十年。 

(2)方言教學與普通話學習 —— 普通話是應該學習的，多掌握一種語言總是有益無害的。

但保留粵語作為中學某一階段的教學語言，卻也是有益無害的。柳存仁教授﹙1998﹚在香港中文

大學「王澤森語文教育訪問教授公開講座」的演講已經講得很清楚了。 

學習普通話，也不妨有我們自己的文化色彩——廢除輕聲和兒化——臺灣同胞和包括新加

坡在內的東南亞華人早已實際上這麼辦了。1985 年夏天，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幾個機構合辦「普

通話教學及測試研討會」，參加會議的廣西大學教授秦似，就已提出這樣的觀點來。如果普通話

是作為全部漢民族和非漢民族的共同語，整個長江沿岸和江南都沒有這種發音習慣，有甚麼理由

要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花費大量精力時間去跟從不足百分之十的人口學習語言意義不大的

輕聲和兒化？ 

(3)講授淺白文言文 —— 其次，我們還有條件使用淺白的文言文。戰後三十年，香港政府

和工商各業所使用的中文應用文都是淺白應用文，祇是尤德爵士來當港督以後，纔要求政府部門

試用白話文。我們不必反對白話文，但在能力所及範圍內，不妨提倡使用淺白文言文，就像徐志

摩、聞一多寫新詩，毛澤東和陳毅仍然寫舊詩。淺白文言文典雅、簡練，節省紙張，文化程度足

以通曉的話，為甚麼不用呢？可以在高中以上課程裡增加文言文成分。我曾經委託許子濱君蒐集

香港舊體詩詞文集，結果發現達三百件，許君稿本存於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這些富有地方色彩但

又富有中華文化內容的作品，應該注入教學內容。 

(4)學好英文 —— 劉紹銘教授﹙1998﹚在〈英語算老幾？〉中舉了一個有趣的例子。1975

年新上任的英聯邦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Sridath Ramphal 走訪斯里蘭卡總理班達拉奈克夫

人，問她有甚麼自己可以幫上忙的地方。出乎意料之外的是，總理要求他多派英語教師到斯里蘭

卡來任教。原來，二十年前，夫人的先生在斯里蘭卡推行語言本土化異常成功，到了七十年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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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少數高等知識分子，全是英語文盲。農民拆開外國進口的肥田料，對著英文操作說明書祇能口

瞪目呆。據說，馬來西亞也有類似的情況。過去的英語優勢使香港在工商業上佔了便宜，也在文

化思辨上搶了先機，我們現在推行母語教學，必須注意平衡，以免優勢盡失。既要照顧幼齡學生

的學習能力，也應考慮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小學普通話﹙以全面習染標準漢語的基礎句型﹚，

中學粵語﹙以真正的母語吸收現代科技知識，語文方面則領略古文的各種聲音修辭美﹚，大學英

語﹙利於直接閱讀、吸收西方科技管理知識﹚，也許是一個比較理想的安排。 

    (5)加強思考訓練——中學語文課程應結合基礎邏輯知識﹙王晉光，1989a﹚，加入邏輯通論、

思考方法等內容。我曾設計〈邏輯途徑的寫作練習〉﹙王晉光，1989b﹚，類似的訓練可以強化

學生的分析能力和批判能力。建議教師加強這方面教學和試驗。 

    (6)培養正直的中文人才、強化媒體 —— 思想開放、言論自由。我們有開放的媒體，許多

人稱讚特首，也有人痛罵特首，尤其是施政報告發表後。在開放的社會，特首祇能更加勤勉，想

出更好的辦法來治港，而不是學習專制獨裁的統治者用坦克機關鎗去鎮壓抗議的人群。 

(7)尊重他人的文化 —— 尊重別人。我們社會裡到處有左、中、右三派，卻沒有政治暴力

衝突，更常見的是左、右派可以一齊飲茶，你說你的，我談我的，不必鬥個你死我活。我們社會

裡有佛教徒、基督徒、伊斯蘭教徒和印度教徒，卻沒有人像印尼暴徒焚燒基督教徒家庭那樣，更

沒有北愛爾蘭新舊教派的衝突。我們可以和平共存，互相尊重。祇有當有人北上高呼制止香港電

臺亂說亂講時，纔聽見有人大罵「老賊」，但也不必深究罵的是誰，反正是言論自由，你有你說

的權利，祇要不變成一言堂就行了。 

(8)排斥「鬥爭哲學」—— 與北京友好的李光耀先生在回憶錄裡公然聲稱：「只要民主方

式使共產黨人奪取不了政權，他們永遠也不會放棄武裝鬥爭」﹙李光耀，1998﹚。不知道李先生

寫完回憶錄後是不是還這樣想。我以為，幾十年來的鬥爭哲學和鬥爭手段，如果用於對付侵略者

如日本帝國主義，那還是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如果純粹是為了內部奪權和陷害同胞，使國民滅絕

人性，像文革那樣，使有良心的知識分子家破人亡，然後快意，那纔應該反對。1967 年以後，

香港上下能夠深刻反省，深刻了解鬥爭文化的禍害，所以在中英為政制爭論時，香港巿民普遍傾

向「千古罪人」彭定康的一人一票的全議席選舉，而畏懼欽定的用鼓掌方式通過的「大民主」選

舉方案。結果，全部議席由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的方案被推翻，這並非全體巿民投票的結果，而是

談判桌上交易的結果。此所以，一些上層人物不喜歡的人，即被人痛罵為現代吳三桂的民主黨員

仍然可以昂首進入立法會，也說明了一些問題，即議論比鎮壓和鬥爭更受巿民歡迎。 

結語 

雖然陳方安生期望香港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國際城巿，但保守一點說，上海未來三十年在

經濟發展上有可能超越香港。即使經濟發展上海第一，文化建設仍然可以維持香港第一，使香港

成為華夏文化的光輝典範。地下挖出來的文物，香港永遠不會比西安、洛陽和北京多，圖書館裡

的線裝書也沒有上海、天津和臺北多，但是，必須告訴下一代，在同是炎黃子孫的古老文化的基

礎上，我們敢於大膽吸收來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我們善於反思，敢於改善，我們的制度容許我們

創新，容許人自由思想，尊重人權，鼓勵人民勤勞，廢除特權，邁向公平，賦予人活得有尊嚴——

我們的社區就比其他華族地區更像一個人的社會，更富有現代文明氣息。 

我們的中文教育可以從文化和思辨角度發展，鼓勵下一代，多思考，多批判，拋棄封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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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民主、自由、重人權、尊法制的新文化。讓香港在下一世紀成為中華民族的一方清淨地，

成為華族社會的光輝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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