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界

訪問者‘

體來說，瑪先生一方面積極發展民主民生

，受惠者多爲本身已具移民資格，這批人

極充實自己的知識，現已於中文大學修讚

或爲家境富裕、或爲敎育水平較高的專業
遍爭取居英權的中下層人士則無緣問津°

越有增多的跡象，且更常有一些言論’如

瑪先生個人對居英權的爭取不以爲然，覺

警吿港人勿將香港變成爲反動基地；也有

得無此必要。而他本人亦不打算移民。

一些行動，如楊洋事件。諸如此種動搖港

瑪先生對於未來政治的發展比較樂觀

人信心的言行，使港人有動輒得咎之感，

’認爲時勢發展下去，「不文明」的情况

彷彿暗示港人應樓若寒蝉。馮先生認爲中

應不會持續。並認爲香港本身具有三個對

共現時的表現只是情緒化的反應，長遠來

中國有利的條件：

信心0

(一)香港是一個能替中國賺錢的好地
方。而站在商人的立塲，只要香港仍有利

在推動民主化的進程上，瑪先生將之

可圖，他們是不會放棄這個「天堂」°中

分爲兩個層面來說，第一個層面是從整個

共爲了保持香港這個有利條件’對香港的

制度的變化來說。當整個政治制度朝向民

干預亦不會過度。

主化走，整個社會都會朝向這個方向走。

(二)第二個#港擁有的有利條件是拜

在這個層面上，着實的做法是政治權力的

台灣所賜，因爲歸根結底，中共是想統一

開放，民主步伐的加快。第二個層面是參

中國。而中國收回香港的處理手法，正好

與，因爲民主如缺乏參與’要民主也無從

作爲一個「示範單位J

着手，因此，要積極鼓勵各界人士參與政

向台灣顯示,。

( show-box ) , 以

(H)第三個有利條件是資訊，香港是

治。
在推動政制民主化方面，政府和民間

一個資訊發達的地方。在香港私人機構擁

團體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瑪先生指出政

有大量資訊，將來中國政府即使收回香港

府所能做到的是從制度上部署怎樣使政治

亦難一下子獨自處理這些資訊。香港擁有

開放，還有宣傳、敎育方面，特别在選擧

靡大而系統化的資訊網，中國本身是難以

期間，鼓勵選民去投票.；及在非選擧期間

獨力處理資訊發放和搜集全世界的資訊。

，鼓勵市民監察議會的運作和•議員的表現

再就潟先生一般接觸的基層羣衆，「

。而作爲民間的「壓力團體J只能從參與

六四」後，一般市民生活方式是照常’但

方面着手，如積極參與政制開放後的位置

在生洁態度是改變了，特别是積極賺錢，

。因爲要有充份的人或較多的人參與選擧

把兒女送往外國。

，選民才有較多的選擇，如無人參與選擧

至於問及東歐改革風潮，對中國來說

，選民就無從選擇，也失卻了政制開放的

會否帶來影響方面，潟檢基先生認爲是會

意義。至於選民的參與性，這方面與當時

使中央執政階層更加惶恐，而非執政階層

的政治氣候有關，政治氣氛好壞與參選的人

更加鼓動。由於壽西司古的倒台，東歐多

數的多寡往往成正比。

國紛紛進行政治改革，或放棄一黨專政，

對於未來政黨政治的發展，馬先生指

但這一連串的變化，再加上早些兒蘇聯老

出，「民主民生協進會」在近期的會員大

大哥的政治改革，可會令中央領導層對自

會中通過傾向性的動議，決定「民協」未

己所行一套統治手法加以反省呢？瑪先生

來的路向會朝政黨化方向發展；但會持較

認爲中共會有兩方面的反應：一是進一步

開放&4、政治態度，即不排除與其他擁有共

將政策收緊，對中共下層的管制加强；另

同政治理想的團體合作。再問及馬先生對

一方面，可能中共會生唇亡齒寒的感歎，

六四後港人的憂患意識濃，中方高層

新提出的基本法政制方案傾向保守，對政

乃醒察到如持續實行一黨專政及其他的暴

人士稍在字裏行間流露一些敏感的字眼，

黨政治會否做成桎礙時，瑪先生認爲基本

政，終致走上末路，而懂得就過往的經驗

或中共領導層略有風吹草動，即使部份港

法的保守方案對政黨政治會有負面的影響

，進行政治、經濟的改革。但亦從過往的

人如驚弓之鳥。社會上泛濫着一股賺錢至

但仍會繼續爭取。

歷史中，中共在經濟政策上的改革似乎是
較爲易於接受，但一觸及政治方面，有危

上的拜金主義，也出現了一種今朝有酒今

對於泛濫的移民風氣，人心積極賺錢

朝醉的享樂主義。因此，有人稱現時普遍

，準備離開，大量的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

及其權力的擁有及旣得利益時，便難於接

的流失，對工商界來說其所造成的影響是

受。但西方的改革，可能會使中共有所感

身爲深水埗區議員及民主民生協進會

難以預料的。瑪先生認爲目前從短期上的

悟，對貪汚、官倒等問題加以解決。能導

主席的瑪檢基先生，對於「末世情懷」有

補救方法，是中共領導層盡量少作一些危

致中共改革，瑪先生認爲有兩種可能性，

其獨特之看法。馮先生並不感到現在是「

害港人信心的言論；至於長遠來說，敎育

一是外來的冲擊，一是內部的更新。相比

，相反，他自身更對未來抱有積極

是其中一個可行的辦法，如增加大專學額

之下，中國的共產黨是比東歐的較爲頑固

的態度。希望能站在自己的岗位，發展關

，但這樣做也難一下子補救到人才的大量

，不輕易革命，加上中國本身無反對黨，

注民生、推動民生政策的改革、拓展社區

流失。故此，另一個有效的解決人才外流

故革命後也難於處理整個中國，目前並沒

服務，並進一步從事籌組政黨的工作。具

的辦法是吸引回流的人才繼續在香港工作C

有一個組織能足以取而代之。

港人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末世情懷」。

末世J

4 嶺南人

人士，或對英國政府有貢獻的人士 ° 但 普

觸目所見，中國對於香港的干預越來

說，希望此情况不會持續，以致影响港人

瑪檢基現任深水坤區議«?市玫局議貝
及民主民生掩進會主庫

就居英權的爭取及居英權方案公佈後

協進會的會務，參與政事；另一方面則積
政治行政系的碩士學位課程。

被訪者簡介：

馬想受

勞工界

訪問者：陕月華

樣的執政者，怎不敎人害怕？」華叔說話
時神情有些激動。
但强仔的反應就冷靜得多。他表示香
港九七’後回歸中國大陸旣是一個無可改變
的事實’即使港人不願意也是無可奈何。
筆者反問他’難道就一黙辦法也沒有？港
人是否應在過渡期爲自己爭取多一些保障
？ 「沒有用的’他們說了未必算數。你有
你爭取，他們自有他們的一套！」强仔這
一看法倒與華叔的看法相同。但强仔對前
景並不太悲觀。他認爲近十年來大陸的释
濟開放政策’確實令到大陸人民的生活有
了改善’肯「搏殺」的人已不愁衣食。「
民以食爲天，總之_傲有得食，那個敬
港督都一樣！J旣然近年來I大陸的經濟已
見好轉，香港將來理應不會I比大陸差的°
强仔說得很有信心似的。
聽了强仔的一番說話，筆者問他如何
看待「六四J事件？他說自己對政治沒有
甚麼認識，但要在中國實行民主卻不是時
候。「六四J事件令到中國向後倒退了一
大步，起碼要幾年才恢復元氣。「這麼說
來，六四的影響是負面多過正面了？J筆
者追問他。「不能這麼說，爭取民主雖不
是時候，但它卻喚醒了部分人民的民主意
識，爲將來中國邁向民主作了準備。」他
又說，近來從電視上着到，東歐各國的民
主改革此起彼伏，可見歷史的潮流是不可
擋的；但中國要步向民主社會，還需要一
段漫長的路，可能要作更大的樣牲，「六
四」事件只是一個小小的序曲。外表看似
「吊兒郞當」的强仔，想不到說起話來卻
有他的一套！

被訪者簡介：
兩位被訪者 現時皆在葵滴子嵌工作。
强仔和華叔都是返朝九晚六的「藍領
m。當筆者爲「末世情懷」一輯作專題
訪問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末世J等
同於九七問題，筆者也就有關九七的問題
向他們發問。
談到九七後香港回歸大陸，華叔的反
應最大。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中共的統治
，但是中共過往在組織及國策方面，實在
使到太多港人留下陰影，從上一代、親戚
、朋友或傳媒當中，都可得知以往共產黨
那一套有太多不對的地方，加上去年「六
四」事件，令到港人信心盡失。儘管中共
說過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但港人的恐懼
仍然是難免的。「共產黨那一套’朝令夕
改，一時這樣，一時又那樣°像六四’他
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說謙，顚倒黑白，這

講到移民問題，身爲兩個孩子的父親
，華叔是極之鼓勵他們把握機會移民的。
至於他本人，他就表示不會移民。「難道
一把年紀還要坐移民監？年靑人就不一樣
，他們可以一切重新開始。」現時他的兩
個孩子都已送到外國隐書了，他希望他們
有機會就定居下來，不要回港工作了。 「
我們想是這麼想，但是他們日後要回來的
話，我們也不會强迫他的。路是由他們自
己行的好、。」筆者問他，假如日後他的子
女要接他到外國定居呢？華叔就堅決地搖
頭：「我和妻子都不懂英文，到外面人地
生疏，很難習慣的。寧願留在香港，有粥
食粥，有飯食飯。我們這些小市民，正是
天不怕地不怕，中共那一套，反而令到有
錢的人擔心，共產共產嘛！…」說到這裏
大家都笑起來。……
筆者接着又問華叔，供兩個孩子到外
國隐書是否很吃力？ 「不是我自己供的，
每月賺那三、四千，除日常開支外，就所
剩無幾了，那有閒錢供他們去外國？ 一切
費用都是由我弟弟供給的。」原來他的弟
弟在十多年前就到了加拿大敬工，然後成

家立室，定居下來。跟許多人比較，華叔
倒是幸運之人了！就筆者所見，月入過萬
的中產家庭如要供子女到外國隐書也非易
事，普通勞工家庭就更加不敢了 ！
至於强仔暫時仍未有後顧之憂’這可
能與他還未成家立室有關。「移民這問題
我完全沒有想過’因爲自己根本就沒有資
格嘛。距離九七還有七年，到時香港會變
成怎樣是很難預料的’像去年『六四事
件就來得很突然。將來？我不想想得那麼
遠。有時不由你不信，命是注定的；如果
你好命，在那個社會都一世好運，如果命
不好，到了外國也一樣倒霉！J想不到年
紀輕輕的强仔竟有如此一套「宿命J論。
但是人在沒有辦法可想的時候阿Q—黙是
好的，至少可以減低發神經的機會。
訪問完畢，筆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强仔和華叔的心態雖不能代表所有的「藍

領ife人，但他們確實道出了許多「藍領
mj人的心聲，就是：恐懼、懷疑、無可
.跟
奈何地接受、認命、過一日得一日
所有香港人一樣，「藍領一也有「恐
共J的心態，但k不及其他階層嚴重。他
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時間都用在爲口
奔馳上，對政治問題素來不熱衷，認識也
很膚淺。只要他們有得做有得食，生活方
式不變’他們就是一羣順民。加上長期以
來的殖民地統治，令大部份香港人，尤其
是低下層，形成了「政治是骯髒J的觀念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極端個人主
義，往往忽略了作爲公民的應有權利與義
務。在面對無可改變、無能爲力的事實時
，他們就只有無可奈何、默默地接受。因
無知或愚昧又令到他們產生過度悲観或「
樂Mj的情緒，表現在行爲上就是認命，
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問將來。
其實，這種「末世的心態，或多或少都
可在港人身上看到，只不過，「藍領一族
J表現得更爲直接和强烈罷了。而九七的
接近，「六四J事件的衝擊，又使這種心
態表現得更加淋滴盡致。
面對九七，港人將何去何從？過份杞
人憂天和僥倖心理，又豈止是「藍領一族
J的心態，實際上也是香港人的寫照！保
持現在的寧靜而安穩的生活，相信是每一
個市民對允七之後的期望。他們需要的是
一個穩定的政局，作小小的理想攀爬。以
下的一首詩，正好反映了這種願望和心聲
，筆者就以它作爲全文的總結：
他不曉得歷史，不知南京條約
也不理中英第幾輪會談
一九九七將以何種姿態臨降
祇是想把生活
一黙黙修好
一節錄自〈修路工人〉

嶺南人

敎育界

那麼「末世情懷J又會否演變成一些

再說回「末世情懷J的問題，王老師

極端的享樂主義呢？她認爲：如果人們已

說基於香港現時的特殊性，她也贊同九七

肯定現在是末世的話，那麼筆者所說的是

問題是產生末世情懷的催化劑。她回顧中

會發生。但在現時的香港中，未必幾百萬

國這近幾百年的歷史，只會覺得很無奈、

人都感到步進了末世的階段，且香港是一

悲觀，單憑人力實在是不能改變很多、很

個大城市，生活節奏緊張，物質生活豐裕

多的事情。

；那麼香港人重視享受並非是現在突然而
生的，這根本已有很久的傳統。所以對於
香港人來說享受並非是新興的，也不會因
一九九七的逼近才使人驚覺要注視享受。
不過，她不會排除因九七問題的逼近，使
人更傾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把
香港人享樂的傳統推向另一個高峯，特别
是那些根本不能移民的香港人。

筆者在此刻想到最近東歐的改革浪潮
，會否爲對前路感到徬徨的港人帶來一些
鼓舞、安慰的作用呢？在這裏，王老師的
想法也是分開兩方面，從正面來說這葡直
得髙興，但反過來看，當我們發現只是在
替人家高興時，也只好長歎一聲，因爲自
己的國家始終未進入這樣的境地。

但另一方面，她則懷疑現在是否每個
人都會感覺到時間的逼近呢？去年「六四
事件」發生，這無疑是一個警鐘，它使某

被訪者簡介：
王老師在一九八四年等業於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當院哲學系，一九八八年在香港
中文大學取得額士學位，現在养诵蘇浙公
學中主要任教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

些人覺察到時間是越來越逼近，但也許有

不過，王老師根據報章或時事評論員

些人仍然會覺得時期尙早，還有七、八年

的分析，中國領導層是會因東歐的政治氣

的光景，用不着那麼緊張，故此並非所有

候改變而有所警惕’然而，在她個人的看

港人都是朝着同一的趨向。其中很多人仍

法.，中共有所警惧是另一回事•，但中共會

舊過着他的生活方式，即使一九九七來

否因此而改變政治策略或走上東歐的路線

臨，他們依然是要生活。其實這也可說是

，她對此則並不樂觀。正如中共的領導人

傳統中國人的一種心態，正如以往的歷史

最愛說中國的國情與西方有别，他們這樣

中，中國經歷了不少次的改朝換代，但人

說，內裏當然是有一種推卸或掩飾的成分

民依舊要生活下去，所以這種心態已蕴藏

。王老師在大學中，也讀過很多關於中國

在中國人的骨子裏；尤其是那些敎育水平

文化的課程，而且她是主修哲學’對西方

較低的人民，旣然中方政府已說過「五十

文化、思想都有接觸；故她看中國國情與

年不變J

西方有别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存在的，但

，那麼也不用管香港是由中國政

府還是英國政府統治了。

與中共所說的則未必相同，而中國又是否
因這問題而不能走上自由民主的路呢？也
不是必然的。因爲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民主
、自由不會互相衝突’她相信國情不同的
問題不會影響中國的前進、改革，但在改

回應王老師剛才提到中國人在過往的

革，但在改革時則需要深思細慮。

歷史曾經歷多次的改朝換代，而使他們養
成默然接受的傳統，但筆者則認爲現在香

王老師是筆者就讀預科時所認識的一

港由英國統治過渡到中國統治，兩者之間

位老師，現時他在葵涌區一所中學任敎；

的政制、統治方針實在有很大的分别，香

而本期「嶺南人J的專題希望通過不同職

港在英國統治下，雖說沒有民主，但市民

業的人士去探討，「末世情懷與一九九七

卻可享有高度的自由，而在九七後或許這

分别呢？她則表示主要在於文化、歷史，

J的關係，敎育也是其中一環，所以筆者

黙我們也會失掉。她也同韋這情况是有可

因爲中國大部份的人民，尤其是農民，醒

就約王老師敬了一個訪問。

能出現’但她在這個問題上，是與開兩方

覺得較遲，這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模式、敎

面去看；首先，是否那麼多香港人認識到

育不普及等都有關係。這些與西方國家實

那麼，國情又是基於何物而與西方有

英國統治與中共統治的不同所在，現在中

在有限大的差别，就拿東德作爲例子，它

共與香港均在起草基本法，同樣在講法治

雖是共產國家，但它的人口比中國少’人

」這句的意義，於是筆者也問及王老師如

，在九七後香港仍有立法局、直選等，與

民的敎育水平比中國高，兩者的歷史也不

何去看「末世情懷J。雖然她沒有細心考

現時英國的統治方式有近似之處，究竟有

相同’中國人民在幾千年以來一直要作爲

慮過此問題，但她很直覺地認爲這是十分

多少人知道它們骨子裏不同的地方呢？這

順民’這種情况是由中國的歷史、政治所

悲觀、消極，因爲末世就好像是不會再有

是一個問題。其次，即使有些人對基本法

造成，那麼要這羣歷史悠久的順民作出反

將來。如果說現在香港人是充滿着「末世

沒有信心，深知中共的處事方法是怎樣的

抗，是有一定的阻力；但雖是如此，回應

情懷」的話，這是眞的反映到一些現况，

一回事，但對於這些人來說，如果他們沒

她在前文中所說到中國不是不能改革，只

不過，「末世情懷」始終是一個甚爲消極

有移民的能力，生於斯、長於斯，她想：

是在改革中要考慮到更多的問題，而她認

的名詞。

他們也只能無奈的面對。

爲在目前來說敎育的因素是最爲重要°

也許，很多人不會太瞭解「末世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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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王品港

那麼這可否說這羣年靑人對將來存在
着幻想呢？她不贊同「幻想」一詞’因幻
想是已肯定將來必是不好的意義’所以她
只會認爲年靑人對他們的前景沒有想得那
麼長遠、細密。而她自己則是以一種較悲
觀的態度迎接九七，主要是她本身在大學
中所讀的是思想性的課程，而她對內地現
時那些領導人的心態，處事手法會較爲淸
楚，雖然沒有親歷過甚麼，但她總比學生
掌握較多的資料而作出分析。剛才她所說
到中國領導層的心態’這黙又要再說回中
國的國情問題，她想中國的領導人不只是
共產黨員這麼簡單，他們內裏是藏着中國
那種傳統專制式、家長式的心態，所以現
在的中國共產黨，可說是歐洲的共產主義
與中國傳統君主專制思想的混血’而不是
純粹的。

王老師雖然是偏向悲觀一面看九七問
題，但這需要分開兩方面去看，首先她個
人的處事態度一向都是較偏向悲觀一面的
。其次，她的悲觀只是從短暫來看，單從
九七問題來看她是悲觀的，因在短期內不
會有大變化，但從長遠來看她則是樂觀。
而她這種想法不會對她的工作搆成影響，
因她是以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去敎導學
生，她不會要求學生接受她自己那套悲觀
的看法。•

說到敎育的問題，王老師現時身爲一
個敎育工作者’在她所接觸的一羣學生中
，她直覺感到較多數學生的看法是偏向樂
觀那面，他們希望香港會有光明的前路。
這些靑年人有這樣的想法，一部份是由於
他們年輕’心中總是懷着一腔熱誠，對事
物的看法也會偏向樂觀的一面。此外，大
部份的原則來自他們的階層’他們主要是
生長於泛有能力移民的家庭中，所以他們
也不會考慮到移民的問題。而她更需要在
此一提的原因，那是現時的年靑人對自己
的將來實在是不甚淸楚，他們根本未經歷
過中共的統治，他們甚而從未返回內地，
不知大陸的生活現况；他們只知有九七問
題，但卻不知九七後會有些甚麼轉變，所
以便能以樂觀的態度去迎接它。

而由於九七問題對香港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如果九七後的中國政府與現在沒有
分别的話，那麼她相信香港人必須面臨一
連串的政治宣傳，甚而是謊話，就像中共
早前對「六四J的評價一樣’所以她也希
望自己的學生能多關心時事、多認識民主
這些槪念，在未踏進九七前一段期間中，
好好的裝備自己，就像爲自己配上武器，
以備自己在九七後分淸眞假；所以她對學
生最大的期望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懂得
分辦是非’不要被人牽着鼻子走，更要放
眼世界，見識多些，思考多些，不要只顏
考試。

然而香港的敎育制度卻令她很難做到
以上所說的，而且一般的中學生都較爲年
輕，不夠成熟去理解這些問題。而至於預
科的學生，她則會說得多一些，特别是在
六四期間，她會針對內地領導人的講話，
而作出她個人的見解。而她本身去看「六
四事件J，那是有兩個重大的意義，一是
當我們以爲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完全信服
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眷法是錯的，其實
內裏是燃燒的，是存在着希望的。在反面

來看，這更暴露了中共眞正的面相’即使
我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甚而是馬克思也
不會認同中共在「六四J事件中對人民所
做的一切。所以這可看出正反兩面不同的
現况，中共雖是建國四十年，但我們此刻
知道人民是暗地裏燃燒着’而中共猙捧的
面目更表露無遺了。

旣然王老師對九七問題不大有信心，
那麼她會否在九七後繼績自己的敎學工作
呢？在這個問題上，她認爲需要視乎實際
環境而定’.如果香港眞的是五十年不變的
話，她當然可繼續自己的工作；不過，即
使眞的五十年不變，但整個香港那麼多人
'才流失’而在九七後，香港便會變成一個
共產主義的地區，所以是絕對不能說香港
眞的完全不變。並且在現時來說，她也不
能確保自己的興趣，在七、八年後是毫不
改變的。

在以i先後說過王老師本身與她_
的一羣學生如何看九七問題，那麼她所共
事的一羣敎師呢？由於她與同事們的知識
水平、背景相若，所以他們也是會偏向於
較悲觀的一面，再加上他們很多已有家庭
、子女的負担，所以顧慮也會較多。况且
，敎學工作者並非專業人才，所以這會影
響他們可否移民，因此而導致一些敎師轉
業，不過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她相信
香港的敎育制度及會是更重要的原因。

最後，筆者問及對香港九七後的敎育
有甚麼期望，她是惑到現時中國實在是不
太注重敎育，希望香港不會發生同樣的情
况，不會出現內地那麼多的文盲。

總括而言，九七問題對港人來說是一
個重大的考驗，而且在香港這特殊的情况
下，九七與末世情是有它一定的關係；事
實上環顕整個地球，環境汚染、南半極上
空的臭氣層出現弯窿、澳洲人患皮膚癌的
數目非常多等等，對地球人來說，已是有
一定的衝搫；所以對香港人來說，末世是
是有兩重的意義，作爲地球人來說可能已
感覺到這種末世情懷，而另一方面，香港
人可見証到中國當代史重要的時刻，也會
有另一番的惑受。也許香港人是較幸運，
可以以兩種不同的身份去看這種「末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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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去感受末世情懷？
•如果你說末世情懷不是抽象的話，在不
同的文化中會有不同的感受°而在香港
現時這特殊的政治前景，具體的社會政

•回看你在「神州四十年」的創作，那麼
你繼續走的路線是否都會較多元化一些
呢？

一

•我希望會專門化一些，而那篇文章，只

治問題’在這政治前景不明朗中’會產

不過是一篇思想習作，其實有很多東西

生很大的不肯定的感覺°對於香港普通

是可以作繼續發展，但要思考得非常透

市民來說’在自己有限的時間中，希望

徹；另一方面最大限制是在中國新聞方

得到滿足’但若干年後則不大淸楚，故

面，因必需等中國內陸政治較開放，並

他是面對有限時間底下的社會和心理壓

非要了解內陸社會的實况’香港與中國

力，在此來說，未世情懷可說是一種政

社會距離遠的好處是可作出冷靜的分析

治病。

，但對於內地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困難
是難以了解的。而我所說的專門化，希
望在議政方面有深入的分析。而在學術
上我對自己要求得十分嚴格’但這是要

•你感覺在香港來說只是因政治的因素’

有長遠的累積。

而令人產生這種的感覺？
•一方面是。另一方面明顯地香港在多年
所培養出來的歸屬感是十分薄弱，故沒

•那麼你對將來的前途是否感到樂觀？
•形勢是不樂觀的，很明顯有很多不穩定

有甚麼防患的能力，當政治病來臨的時

的因素，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亦有很

候，人便不知可在此不明朗的七年做些

多複雜的問題，而且暫時我們未知中國

甚麼，故便會出現短期的或是短視的行

對香港這地區的統治手法將會如何，即

爲，假如一個地方本身有較强的公民意

使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我們也可猜度到

識，或對此地方有較濃厚的感情，那麼

其手法，但中國則不然。我們從基本法

我相信短期的病態便不會這麼嚴重，或

中也不可看出中央政府將會在香港扮演

許不會即時表現出來。但在香港來說很

甚麼角色，香港這地區的特區政府會如

多人都會有短視的做法，在短期中爲自

何呢？也是十分不明朗，故我們在政制

己帶來最大的利潤，這在每個行業中皆

上是看不到權力的透明程度，或是公平

會出現。由此至見，這問題一方面是由

分配的程度，故在此情况下，必然會造

於政治因素，但另一方面則是在香港人

成權力不平均，引起社會的不滿，那麼共

的社會風氣、意識的問題。

黨可分開兩方面去面對，一是隨他不滿
，另一方面則是加强其他民間社會中的
管制，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該採取何
種途經去做呢？這在中國社會中是十分

•那麼你是否贊成九七問題對於香港來說
是末世情懷的催化劑？
•我覺得在九七問題上沒有什麼情懷可言

淸晰，由黨干預社會一切，沒有所謂法
律等，因此我們要面對的是即使共黨要
在這地區中嘗試按他的意志去行事，但

，這只是一種社會行爲，對不同的人有

他是要通過香港的一些方法，如他認爲

個别的意義，對大人物來說一個外交的

新聞做得不好，對於國內的香港記者來

問題，政政治團體來說是政治的問題，

港，當然是用國內的一套去管理，但對

對普羅大衆來說是社會問題，他們要面

於香港本土的記者來說，他必定需要通

對並且要懂得如何去調整自己的行爲，

過其他的途徑，到底他會如何影響其他

要考慮很多具體的問題。故此，這只是

的東西呢，這就會決定在何種程度上介

一種社會行爲的趨勢。

入香港的社會，會不會越來越泥足深陷
呢？這是十分不明朗，完全沒有答案的
，那麼我們可知道複雜性何在，所以未
來的政制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問題都是

•那麼在你的敎育事業上又會否敬一些準
備呢？
•這也是其中的一部份’在理論與實踐的
準備，這是一般的方向；而在敎育上，
希望能爲將要接受敎育的一批人作好準
備，譬如讀新聞的同學，我希望他們有多
被訪者簡介：

些武裝，多些技能，除了政治道德外，
也希望他們有多些能力去應付其中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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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雄明，香港大學社會科學踢士，現職浸

變。另外，本身除了敎其他人外，也要

會學院傳理系講師

求做多些東西。、

不明朗的。故此很多東西有很大的空間
，要視手執政是怎樣做，但這些會是沒
保証的，而且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執政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
依賴中國執政者去擎固他們的勢力。而
且中國政府亦喜歡有這批人的存在，他
可利用這批人去行使他在香港的意志；
在這權利架構下，對香港出現不利是在
於香港政府在這情况下能否按照香港人
本身的意願而行使他的意志。

訪問者：王品淑

•對你個人來說，你會盡量在九七年以前
敬些甚麼呢？
•九七年前最好是作好準備，在專業和能
力方面；專業是指新聞，因我是新聞行
業出身的，這方面的準備會是十分重要
，因將來在新聞方面可能會有很多紛爭
，新聞自由亦明顯地會引起許多爭論，
新聞自由的界線去到那擢呢？法律保障
又到那裡呢？故再從那專業的規範到那
-法律保障的問題上，這方面比較上要做
一些準備，最基本我們要有現在的自由
；到底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有些甚麼辦法
呢，這方面我們要注意。

釋」A

•你會否離開自己現有的岗位呢？
•這很難說，那一個岗位對自己最有幫助
’最可纟段鍊自己’就按這個考慮而作出
抉擇，故沒有一份具體是可做一生一世
，我直到現時爲止還未找到，只不過相
對 而 言 ’ 一段時期希望靜一些，那麼便
會選擇附合這條件的岗位，但當我希望
對一些事件作出即時的反應，我想報館
的工作是很好的。其實在每一個岗位都
有它的意思。

•而你繼續留下來，可否說是要作歷史的
見証呢？
•這個太抽象了，你想做些甚麼呢，如果
見証到，那又會有甚麼行動呢？如果只
是看的話，是沒有意思的，即使不身爲
一個香港人，也可以作出見証，如外國
的記者來到香港，也可作出見証：故此
香港人不只要見証，而且要參與，，大
時代中做一個參與者，表逹自己的意思
：在這時代中我們可見到很多’而且我
會覺傳不値，爲甚麼我要到一個陌生的
地方，再從頭開始過。雖然在香港的轉
變中，一直並非盡如人意，而我覺得自
己是有一份兒的，故應是把它改變得更
好，並非是一走了之。
.

•在你所接觸的朋友當中，是否也與你的
想法相近呢？
•我想是物以類聚吧。但在認識的華人中
很多都不願表示意見，很多都是見步行
步，很明顯他們不能因某些事件的發生
而決定留下還是離去，當未出現的時候
，香港人也會早些爲自己找出路，最起
碼在六四以來很多人會這樣，也許他們
不一定會走，但也會先有一個外國居留
權

•那麼在這種情况下，你會否考慮移民呢

•剛才你說到會做一些東西，那麼你會否
落實地在你的創作上去做呢？
•很多事情現在還是構思階段，而且有很
多東西是需要學習的，例如一些理論、
分析、因此原來有一些構思是寫作’但
現在希望自己能紫實些，然後再有實際
的計劃，但我並非不寫作，只不過是不
寫一些大路的作品，而會在作品放進多
一些惑情。其實香港是有很多轉變，除
了要應付政治的轉變外，社會民生的問
題亦相當多，隨着政治的不穩定，這些
社會民生的問題亦會變得更具爭論性，
會影響到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故分析期
是相當複雜，單從新聞是不足應付，故
將來的幾年，主要是裝備自己，也替其
他人作好準備。

•這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而我是不會反
對人移民的。我覺想不到有甚麼很强的
理由作出反對；除了個人的原因，現在
香港實在是發生很多事，對於中國沒有
信心也是十分淸楚；所以留不留在香港
，當然是在乎自己如何去看與香港的社
會關係，如果那個年代絕不多數的人對
社會都不覺得與社會沒有關係，不會覺
得社會環境可幫助到你甚麼的話，一切
的成就皆是由自己爭取回來的話，那麼
到有任何問題發生的時候，就不會覺得
與自己有甚麼關係，只是會爲自己尋找
出路，這是很自然的做法，而且現不可
看到香港政府可否找到一個集體的智慧
，尋找集體的出路，在這時候，最簡單
的做法就是自己走，而香港又沒有任何
組織可保障一種集體的行爲，故此這可
說是一種理性的抉擇。但我自己希望所
看到的是這關鍵時刻，不是再從香港去
看中國，而是由中國的一部份去看中國
，這對自己會是一種很大的锻鍊。此外
，香港是屬於我們的改變也是與我
們有關，而改變沒有理由是要按照
港人的意願而敬的’而我也沒有理由
在這時候離去，而便宜一些不徵詢我們
意見而改變的人，最後，這還是一個歸
屬感的問題。

•除了朋友外，你的學生又如何面對這個
九七問題呢？
•學生的想法都是差不多啦丨首先考慮在
九七前有沒有可能走’願意或不願意也
好，他們在軍業後還•需要留在香港一段
時期；其次，他們本身的技能在香港也
未必十分有用，故不能立即當機立斷地
移民到外國，所以他們也會暫時留在香
港，然後再考慮自己的去向。

•總括而言，你如何評價九七這問題對香
港的影響呢？
•這是一個悲喜交雜的時刻，八四年對於爭
論應否回歸中國，這是一個時機令香港
有民主改革的機會；但到九七年後，如
果中國不派人員來統治的話，香港必然
要有一批人作出統治，那麼也需要用民
主的制度去選出來。可使香港有一個明
晰的公民義務。但相反來說，我們也需
要面對很多挑戰，對很多人來說是無奈
的，希望這問題不會出現，而我覺得原
則上以前的觀黙，是沒有變的，但現在
的具體情况不是我若干年前所看的那麼
簡單，而是需要有很多的準備。

嶺南人 9

文化界

被訪者簡介：
許迪錯，資深編輯，畢業於浸會學院
中文系。曾任〈大梅指〉編辑、〈星烏曰
報〉「星橋J版編辑。現任〈星島曰彬
「陽光校園」編辑。

「甚麼時候走？」，對這種情况許迪鏘表‘

照說〈陽光校園〉這一類刊物能通過

示：「即使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也沒有這

生fe化的故事及各種簡易有趣的形式，向

麼嚴重！」但現在離九七大限一天比一天

學生灌輸公民敎育，會比枯燥的直接說敎

近，連十多歲的中學生’也會惑到很徬徨C

更爲收效，但許廸鏘指出：「理論上任何

「但他們（中學生）最終仍是積極的

能幫助學生認識社會的，我們都希望做，

，甚麼要留在香港做個中國人（衆笑）。

問題是能否做到。六四後很多敎師都面對

像他們寫的文章，到最後都是『光明J呀

同一問題——不知道甚麼是民主——我自

『堅持J呀的，但看得出他們只是『得個

己也是。因此由上至下要接受再敎育。」

講字J

「中14J的末世觀
開宗明義，究竟許廸鎌認不認同現在

，他們雖然嘵得要建設美好香港、

爲將來貢獻自己力量，但究竟要怎樣做，

都不了解甚麼是民主、甚麼是公民敎權：，
以往亦缺乏這一類的書籍，即使現在香港

以上分析。

搞民主的人所做的基層工作亦十分不足，

沒有想過走：「不能走。『貧賤不能移嘛
！ J」（衆.笑）他認爲目俞的情况雖未至

「可以這麼說。」許廸鏘認爲尤其是

由於香港一直以來都缺乏公民敎育，大家

他們不知道。J許廸鏘對中學生的心態有
那麼許廸銷有沒有打算移民？他表示

是末世呢？

霞要貞
e祭婉
鄰馬何

訪問者

因此公民敎育的對象應由學生擴大至廣大
市民。
由於〈陽光校園〉在八九年九月十八

在香港，因九七剛是世紀末，情况就更明

於悲觀，也不算是樂觀，一切有待北方政

日創刊，至今不過數月，一切尙須繼續摸

顯；但他表示自己對末世情懷的理解是較

權會否出現突變。他又指出知識份子危機

索、革新，因此通過〈陽光校園〉向學生
灌輸公民敎育，非朝夕可逹。

爲「中性」的，這是相對於一般人對末世

感會較一般市民重，一般市民只顧有工作

看法偏向負面而言。前境旣不明朗，一般

、衣食不缺，而知識份子會想得多一些，

問及〈陽光校園〉的出版方針，許廸

人在這種環境下有一关過一天，甚至紙醉

並更重視自由，害怕九七後會受種種束縛

鏘笑了笑說：「太高！說出來也沒人信！

，加上子女敎育等問題，「反正子女遲早

想敎育呀、提高學生知識、品德修養、文

金迷、醉生夢死。
許廸鏘又用歷史來補充他的「末世觀

都要到外國去，遲走不如早走。」他又認

字表逹技巧呀、公民意識呀……」效果如

： 「末世可以是指目前的環境（二十世

爲汲汲於移民外國的港人，對社會本已存

何？「銷路好，但距離理想很遠。」困難

紀末），但也可以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每

着不同程度的不滿，現在反正不看好，,不

？「困難在內容上，最簡單其實就最難做

一朝代都有所謂的『世紀末J，例如中國

如一走了之。

。用簡單方法介紹民主槪念很難，要提高

J

的唐、宗、明、淸各代，都能明顯見出其

話題從移民集中到送子女往外國讀書

末世情懷。末世延續期可以很長，由幾十

的問題上。目下愈來愈多人送子女往外國

年至上百年不等，如明朝歷百多年而亡，

讀書，許廸辦有沒有這個打算？

寫作水平亦非一朝一夕能做到，人手又不
足……」

淸在乾隆以後已走下坡，但要到鸦片戰爭

「有！」他肯定地答道。「子女大了

之後才之，也是『捱J 了幾十年。在這個

也要想辦法把他們弄出去！」他最關心的

談到六•四，許廸鏘表示六•四對他

環境下，社會經濟雖能維持，但在人的心

反而不是政治迫害，而是如果將來的敎育

的影響很大。本來他的政治思想偏左，即

態上，已表現出末世情調，如明末的縱愁

制度仍是封閉的、殖民地式的，只是「換

使文革時對中共仍存幻想，但現在已惑到

湯不換藥」的話，對下一代會很不公平，

沒希望。

〜花天酒地°J

六•四及其他

那麼香港呢？許廸鏘認爲香港除了正

做父母的當然希望子女在較好的條件下受

身爲一個編輯，他會不會怕「秋後算

處於世紀末外，還有九七政治問題，港人

敎育，「Free to choose是最重要的！」

itij，以致在寫作或選文時有所顧慮？「

公民敎育與〈陽光校0>

們體會到現有的自由的可貴，許廸鏘認爲

的心態就是拚命賺錢、拚命往外國溜。

沒有！」他表示。正因六•四事件，叫我

記者繼續追問：一「所謂『中性』的末
世觀，究竟指甚麼？」

旣然許廸鏘决定留下來，他對未來有

許廸雜解釋：「『末世』只是一個名

甚麼展望？

詞，代表世紀末。末世可以不是一件壞事
，在歷史的轉折期當中，有壞的一面，也
有向上的一面；舊的過去了，新的未生出
來，在這個時期也可以積極地做些工作來
平衡那些負面影響的。J

文化工作者應趁現在多搞不同的工作，他
批評時下的新雜誌範圍的狭限於政治、財

他表示九七以後難料，就目前而言，

經方面，文化、文學雜誌實在太少了。他

有甚麼便做甚麼，趁還有自由時，盡量做

更驚if於反映這個歷史轉折的「大時代」

自己可以做的事。至於具體計劃，他希望

的文學作品竟出奇地少。他表示自己雖然

通過〈陽光校園〉簡單地向靑少年介紹各

未必會寫文章來反映這個時代轉變，但一

種政治槪念。〈陽光校園〉已積極推擴至

定會鼓勵新秀作者嘗試。

談移民、談敎育
有十多年編輯經驗，現任〈陽光校園

全港四百多所中學，加上學校老師的協助
，這將是推廣公民敎育的大好時機。他又

局和前境感到無奈和厭倦，將來？做一曰

> 主 編 的 許 廸銷 ， 他 平 日 接 觸 到 的 朋 友 、

指出提高香港學生的公民意識是十分重要

和尙敲一日鐘吧！「敲到A七爲止。」他

讀者，對末世（更正確來說是對九七）、

的，公民敎育已說了幾十年，到現在才開

補充。

許廸銷亦承認經六•四事件後，對政

始付諸實行；而學生最缺乏的正是基本的

如果九七政權轉移直接影響編輯方針

由於〈陽光校園〉是一份以靑少年爲

政治、公民意識。像在「六四」事件中，

呢？ 「再看看。香港人適應力是很强的，

對象的報刊，因此許廸鏘表示他平日接觸

有不少中學生站出來一起喊「打倒李鹏」

只曉得說沒有用，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學會

到的讀者以中學生居多，他們雖然未必眞

等口號，但他們未必知道李_是誰、爲甚

適應環境、學會生存。」

正意識到發生了甚麼事’他們的觀念也很

麼有這個人出現和爲甚麼要打倒他；再者

對前境又有甚麼看法？

.

受他人影響，但眼見很多同學、朋友一個

最基本的公民槪念，如甚麼是民主？民主

一個地移民他國，加上「六.四」事件’

制度有哪幾種？哪種民主制度適合我們？

長輩們的話題可能已由「走不走？」改爲

學生未必都能了解。

嶺南人

記者再追問一句：「如果飯碗與自由
不能兩全呢？」
他答：「有自由，工作（指編輯）便
是興趣；沒有自由，工作只是工作。」

有任何影響。

霞要貞
玉躲婉
鄰馬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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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楊靄良「師兄」，是在繁忙的明

*

報編輯部，而訪問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至

回說末世，「末世情懷J是否只等於

半小時，要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內，做一個

九七那麼簡單？又或是九七只是末世情懷

深、廣如「末世情懷」這種題目的訪問，

的催化劑？

大家都顯得氣嘴琳的；反觀楊靄良，仍是

楊靄良認爲每個人都會定一些界限’

斯斯文文、淡淡定定、不徐不疾的表示：

而九七是移交政權的過渡時期，最重要的

「九七將近，便更多人注.意(末世情懷）

是大部份港人對九I七抱悲觀態度，所以才

，可能十個人當中有九個都會這樣說，怕

把這段時期定爲「末世J。而「末世情懷

北京會派人下來，樣樣改，想賺多些錢的

」就是表現在港人拚命賺錢、不斷移民外

人可能沒機會再賺錢，現在只剩下幾年時

國和崇尙享樂之上。

間了 ° 」
雖然大部份港人對九七抱悲觀態度，
楊靄良本人卻是較樂觀的，但他的樂觀是

由於移民外國的港人中，有很大部份
曾受過高等敎育及穷專業知識，因此話

題很自然地轉到人fi失上。

指「未至於悲。他認爲就現時形勢，

香港現存的企業架構，實有賴專業人

中國並非完全不能改善，一個國家如果希

士的技術及經驗才得以穩步發展，近年香

望進步，有些地方一定要改，而且是被迫

港出現專業人才大量流失的情況，縱使各

要改，朝一個更好的方向走，「除非權力

機搆不斷增聘海外人才、港府亦逐步增加

過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無法分解，這可

大專學額，但這批「新血」是否能完全代

能不利於香港。」他補充，雖然國際局勢

替舊人呢？楊靄良認爲，政治問題一天未

迫使中國改變，但改得多還是改得少，要

得到解決，人才流失問題亦同樣不能解決

看國家和人民是不是「肯去敬」；如果香

，新人是否能代替舊人反而不是一個問題

港市民肯主動爭取，情況應該比想像中好

，即使藥一批流失的人才能夠補足，但是
接下來'的第二批、第三批呢？

些0
九七正步向廿一世紀，港人多已把九

旣然要保住人才，香港的政治環境必

七當成大限，以後的事不知道也不敢去想

須明朗穩定，那麼對香港的政治前景，楊

，這種强烈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楊靄良

靄良又有甚麼看法？他認爲香港未來是否

可有感到？他認爲港人的憂患意識已達到

能保持安定繁榮，實全賴中國政局是否穩

不言而喩的地步，港人紛紛移民便是一個

定，如六•四事件後，香港在亞太區的十

信心危機的指標；即使在他身邊有移民打

大投資中竟跌了三個位。而香港之所以處

算的亦大不乏人，甚至在報館中與同事閒

於被動地位，主要因香港並不是一個國家

談間，也有部份表示有這個打算。而實際

，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除不斷流動的資

上他入行不久，已有一位編輯移民他國。

金和人口外，便可謂乏善足陳，因此香港

那麼楊靄良自己有沒有打算移民呢？

在國際間的Bargaining P o w e r 實 在 弱 乎

原來他去年本有一個移民機會，但他旣對

其弱。

前景抱樂觀態度，仍希望對社會作一些貢

楊靄良_中的香港旣然如此被動，爲

獻，所以就任機會溜走了，當形勢已惡劣

何他在前面又說對前景「樂Mj呢？再者

至不能扭轉時，他才會考慮移民。
留在香港，又可以有甚麼貢獻和發展
呢？楊靄良認爲敬好自己本身的工作已經

，在這個大時代的轉折期，我們又可以做
些甚麼？他又會站在最前線，又抑或退到
大後方呢？

很好。像他在〈明報〉副刊中負責介紹新

「可以做多少與肯不肯去做是兩回事

科技、新思想，雖然對將來新聞自由問題

，即使成功率會很低，但仍要嘗試去敬，

也會有些憂慮，但他們會堅守岗位，寫應
該寫的，報導事實，至於將來會否被禁制

不試便完全沒事希望…•••」
「目前大家還是應該緊守自己岗位…

，旣然無人能保証，也不去想了。再說楊
靄良負責的部份在副刊之內，一般來說副

「我會多引述别人的意見而少發表個

刊是比較軟性的，表達政治立塲的機會較

人意見……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資訊給讀

少，無論將來會不會產生問題，他都會盡

讀者……J

自己的責任，「傳播界的工作者應堅守一
個道德信條——要報導眞的。」
至於報館中的其他編輯，楊靄良認爲
處理不同專題的同事，對其負責範圍內的

被訪者簡介：

事物會有較敏鋭的觸覺，如做港聞版的可

揚霧良，八九年畢素於嶺南學院系
現任〈明報〉副刊記者。

做副刊的可能更注意環保問題；由於各人

能集中注意力在政治、運輸或建築方面，
專注的方面不同，不可能全部都涉及政治
，楊靄良自己就感覺不到政治對他的工作

「組織政黨要視乎個人能力，有些人
能寫，有些人更適合於喊口號，即使我不*
會組織政黨，但亦不排除參與政黨的可能C
「我們不能因有九七問題，便要求每
個人都要傲些甚麼……J
如果九七後沒有言論自由呢？
「不會再做（記者）了 ° 」
匆匆的訪問、匆匆的印象，卻有很多
地方値得我們進一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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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何婉貞

問：就香港來說，有否「末世」的跡象可
尋？
答：香港是一個很受外圍影響的地方’而

！現在我有機會，有資格移民，爲甚

香港本身並沒有很多屬於自己個體性

麼不嘗試呢？好像現時香港出現的「

格的東西，反而香港受到很多西方經

移民夾心階層j

濟、文化方面的影響。
當前香港人最憂慮的莫過於「九
之人心是最恰當的。不過，現時「九

的期望負責，我不必唱高調說爲了熱

七」問題導致不少人生活狀態、習慣

愛香港而不移民。過去的經礆吿訴我

改變，好像有人爲了移民，積極工作

，我是不可以過於感性而喪失我的前

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態度，任意揮

問：你覺得移民後的生活將會怎樣？
答：移民衆所周知是一個冒險。移民的生

會看見這種轉變的，人們並不需要這

活可以肯定不會開心，我也覺得世界

麼急功近利，剛好「末世情懷」就是

上沒有一個地方比香港更好，正如我

反映「急功近利」，因此，香港人不

說過，香港是一®投機者的樂園，像

少覺得現在是「末世J。

我一樣有才荸的人在香港一定有所發
揮，我的表現在香港可能很决被人賞
識，祖在别的地方是很難嶄露頭角。
問：作爲一個電台的唱片騎師，你覺得「

看法。我覺得十年，八年內仍不是「

六•四」後，你所接觸到的聽衆或是

末世」，有些人看見天安門廣塲所發

電台內部人員，在心態上有何改變？

生的事，便以爲現時是末世，但我可

答：作爲傳播媒介的工作者’無論對內或

以說前景仍算樂觀。當人的生活經驗

對外都.有很緊密的接觸。在「六•四

越豐富的時候，就會感到悲觀與樂觀

J後，可看到普遍聽衆比铰留意時事

只是差一線；旣然悲觀不能改變事實

及資訊性節目，而電台方面，亦針對

，倒不如樂觀的面對，這似乎是香港

聽衆口味轉變及順應時代之需要，着

人過去得以生存，及令香港變成這樣
呢？

途。

霍。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我們是不

答：也許我的悲劇性格中有着一些樂觀的

問：你對於「末世情懷」一詞有什麼理解

棄？況且，我移民一方面是因爲對父

七」問題，「末世情懷」放在九七前

問：那你抱着甚麼心態看「末世情懷」呢
？

何重恩，畢業於珠海書院新聞系，現
職香港電台唱片骑師。

，他們都是欲移不得

，旣然我得到這個機會，爲何輕易放

母交待，我要對自己的前途、對父母

儲蓄；沒有資格移民的人則抱着「今

被訪者簡介：

入們充份發揮自己才華的地方，只不
過是人們如何作出他們人生的注碼吧

繁榮的一個最好的性格特徵，若香港
人不是對這地方抱樂觀的看法，香港

答：據索敎上的解釋’「末世」就是指「

決不會發展至今日有這般超卓的成就

世界末日」，意味着世界混亂，有很

。我認爲，人在絕望之下渡過末世，

力多製作這煩型的節目。
問：你認爲應用甚麼手法來宣傳「公民敎
育J ？
答：用一些塌情的方法來宣傳「公民敎育
J °

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世界走到盡頭

當有一息尙存的希望時，人仍是不相

問：怎樣塌丨S呢？

，那就是「末世了。因此，「末世

信末世會來臨的，而當我還有機會時

答：所謂煽情，即是「塌」聽衆的情，即

」給我的印象是極負面的。

，我仍會爭取。’

問：由「末世情懷」一詞可以聯想起什麼
？

問：你認爲人們積極找出路移民是否一個

答：世界不和平，「民打民」、「國打國

答：買「政治保險」是無可厚非的，我也

悲觀的做法？

是以一種方法來令人們覺得香港與他
們息息相關。
問：就電台本身來說，用甚麼方法來「塌
J聽衆的淸？

_

申請了移民，而且隨時可以起行。其

答：譬如利用一些電台節目，使市民能好

問：你有否感到現在是「末世」呢？

實人要移民不是因爲不愛自己國家、

發他們對香港的惑受；或以個案的形

答：現在是不是「末世」，是很難界定的

土地，不是離棄中國人，我極之相信

式來畋一些專題探討。

」，動亂不安。

嶺南人

，我們不可以設想將來的世界會怎樣

，爲甚麼吾爾開希要離開中國，不壯

發展。在哲學上的觀熙說，世界一定

烈樣牲呢？是因爲他熱愛祖國，不甘

答：應着重宣傳。公民敎育不可呆板地灌

會走到末端，到時候人類將會面對很

白白樣牲性命，以求將愛國精神、思

-輸公民意識，要以潜移默化的方法進

大的挑戰，而人類將會在痛苦、絕望

想向外地宣傳。我再次重申，我並不

行，並透過不同的渠道令香港的年靑

之下渡過。觀乎現世界的形勢，像東

反對移民，移民是沒有壞處的，當他

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好像我捫進行

歐集團、共產集團的改變，實行自由

們回流時，他們仍然是中國人。毎一

的「太陽計劃」，就是讓年靑人漬極

民主政治，有更多權力下的，可以想

個人對於自己所走的路有不同看法，

參予社會活動，從而唁養出他們關心

像得到世界是充滿新希望的。但實際

移民與否是不可以用樂觀或悲觀來界

社會的意識•及責任惑。

上，這只不過是政治家及普世人民之

定的。雖然，有人會認爲移民是對香

問：最後你對於‘國有何展望？

願望，是否可以逹成，仍是未知之數

港前途沒信心的表現，是消極的敬法

答：對中國的展望當然是希望她會變好，

。當人類的殺人武器發展得越來越先

，但緊記，消極的做法並不代表悲觀

若共產黨倒台，可能會再出現像五代

進時，人與人之間的衡突和矛盾必然

。當你覺得留在香雍沒有作爲的時候

十-國那麼混亂的淸況，加上中國人根

會增加，世界大戰’人類互相撕殺隨

，移民亦未嘗不可。

本不懂民主，要是共產黨眞的倒下來

問：除此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可用呢？

之而來，「末世」亦遂步移近。幸好

可以說，就算我移民去了，我始

，現在世界上的趨勢是努力尋求和平

終都會回來的，因爲杏港始終是我土

人口，有甚麼政黨會比現在败得更好

，如限武、裁軍及停止星球大戰計劃

生土長的地方，而且香港是個投機者

呢？

等等，•因此，现在仍不是「末世」。

的樂園，即是說香港是一個能夠給予

，以中國這樣大的地方，擁有十一億

紀！因此，「末世情懷」是指在世紀末每
個人的生活方式，這個方式是因人而定’

被訪者簡介：
潘愛美，人稱Ellen Pun ’畢業於香
港樹仁學院新聞系，現職無綫電視台助理

貞受爵
婉想玉
何馬鄰

訪問者

人一定不會放棄香港市塲。
但對中國來說，縱然她知道自己的經

就她來說，她的「情懷」就是積極工作、

濟大部份要依靠香港，但如果香港變成「

投入社會。

反共基地」，中國政府是會不惜一切把香

在此，Ellen亦了解到香港人現在剛好

港這隻會生金蛋的"81宰掉，務求達到「犧

要面對「九七」問題、政制改變等困擾，

性小我，完成大我J。較爲樂觀的看法是

所以有「末世」的心態出現，覺得「末世

，現在中國坐在高位執掌政權的人已是一

」的责要，冀望能在這世紀末之前的十年

把年紀了 ’他們最終也得將政權下放給新

裏幹一番事業，爲自己爭取一些東西。其

的接班人，一個好jfe權的出現正是大家期

實正如她所說，早在一百年以前，當淸政

待着的’不過，即使新人上塲，亦不排除

府轄讓香港給英國作殖民地的時候，香港

政治架構會保持不變，更可能出現新人爲

所面對的轉變不是跟現在一樣嗎？那時候

了得到更多利益而重蹈前人覆撤’情況或

，我們的先辈並沒有因爲時代、政制的轉

會比現在更甚。但另一方面，Ellen認爲’

變而感到「末世」的來臨，所以，我們爲

世界風氣是不可以倒退的，現時蘇聯的政

什麼要這樣徬徨呢？

治開放，東歐集團要求政治改革，世界上

話雖如此，眼看中國大陸正遂步走上

的共產國家紛紛走上民主改革道路，中國

開明的政治開放路線之際，一次「六•四

始終要順應潮流’不可一成不變；又正如

J令香港人對中國政權信心大失，有經濟

上述所說，中國的經濟重要命脈是依靠香

能力、有技術的及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才紛

港及外國的’若中國n丨固步自封，一定會

紛打探出路，移民去也，留給香港的只是

自食其果’像「六.四_]後’各國對她實

人才流失危機，企業架構改變，出現高層

施經濟制裁，令她的經濟嚴重受損，使到

人負眞空的狀態，還有經濟遂漸萎縮，外

她不得不實行一些懷柔政策使其他國家再

資撤離香港，這種種重大的打擊，確實使

度給予經濟援助，所以’從經濟再度看’

到香港人感到焦慮和不安。

中國始終要變，這是樂觀的。

對於買「政治保險」，Ellen沒有反對

還値得一提的’就是自「六.四」,

人們這樣做，況且移民這個問題已不是近

生後，香港仍然有不少社團以示威、遊行

兩三年才出現的，早在百多年前，中國人

等活動來行發對中國政權的不滿，@認爲

已移民到「金山J去了，「六•四」只不

這些做法到了現在已有不少是流於意氣之

過是催化劑吧！再者，移民不一定是好的

爭；Ellen認爲目前最重要的是給予中方信

，正如她所說，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保証移

心，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人所共知，是傳

民後可以生活得好一黙，就好像她現在生

統的「父母思想」，但是身爲子女的，若

活在香港，也不能保証自己會有好的生活

要得到父母的信任，我們就當尊重他們（

。她是不會選擇移民的，縱使她有機會；

在合理情況下），這樣便可得到更多的自

除非是非走不可才考慮，但有一黙可以肯

由了。好像剛通過的「基本法」，雖然是

定，就算她離開香_，那不過是短暫的，

那樣保守，但在我們積極爭取之下，中方

她一定會回來。‘

已讓步將直選議席增至十八人，由此可見

觀乎現在，正因爲移民人數日多，導

，我們必須做到互相信任，我們須緊記沒

致到一些客觀環境改變，「二等公民J的

有人會喜歡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當中

感受已有以前那樣强烈；況且香港人的

方給予港人信心的同時，我們也得給予中
方信心，作出同樣回應。

在電視台工作的人，想必是拼勁十足

「根始終是很弱的，加上他們適應力

，性格爽船，而今次筆者負責的任務，正

强，相信會很快溶入當地社會的。但那裏

而現時香港政府最急切要敬的，就是

是訪問一個電視台的助理編導——Ellen

終歸是别人的土地，香港就算不是他們的

積極培育人才，如擴展專上敎育等等，還

Pun。初見Ellen，果然是個典型的「電視

根，也是他們的家，香港由一個名不經傳

有的是加强公民敎育來深化民主理念。現

人」，她熱衷工作’身處這個被「九七」

的小漁港發展至今成爲世界知名的商瑋，

時的公民敎育，實在是不夠全面的，學生

問題困擾的香港仍懷着滿腔熱誠，絲毫沒

全賴一羣工商界的中堅份子的努力使然，

們往往把它視之爲一個課程，跟其他科目

有左右她做人處事的方針，並且能樂觀而

因此，Ellen深信，移民後的人一定會回流

積極的面對將來，這是値得我們一羣年靑

，再爲香港建設。

沒有兩樣，所以，硬性規定在課堂灌輸這
空泛的理論是很難收效的，應在日常生活

至於人才流失，一批專業人士移民短

中慢慢渗入才容易使人接受，正如基本法

對於「末世情懷」，Ellen認爲所謂「情

期內雖然會導致企業、甚至經濟混亂，但

一樣，縱使人們不知道它詳細的內容、條

懷」，是一個純中性的字眼，與「生活方

跟這批人擁有同樣知識、技術的大不乏人

文，至少也知道它對於我們的將來是很重

式」無異，即「末世情懷」就是在這個世

，這批人走了，正好給他們一個抬頭的好

要的，引起我們政政治的關注。因此，公

紀末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雖然有不少人一

機會，長期來說，移民所造成的人才流失

民敎育應從不同的渠道伸展開去’務求達

提起「末世J 二字，心中便泛起一陣不安

問題，對於香港的工商業是不會造成影響

到理想的成績。

的情緒，覺得它是負面的’表示一個世紀

的。何況，Ellenl^得人始終是自私的，爲

人學習的。

Ellen個人認爲，現在我們這羣大專生

已經到達了由盛轉衰的階段，不過她卻認

了生活好，一定會努力工作賺錢，因此香

當努力讚書’好好地武裝自己’爲香港開

爲「末世」只是僅僅代表着世紀末的意思

港的經濟是不會退步的，對此筆者亦有同

拓美好的明天，創造屬於自己的一份「情

，即是標誌着一個世紀完了進入另一個世

感，憑香港擁有地理上的優越條件，外國

懷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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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區天佑

服務界

本文可分成三部份：第一 ’政治方面

何況是一般市民大衆呢°政府甚至在這份

。去年六四事件令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

文件中（註：見第六頁）表明「白皮書的

都感到悲嘆’陳美美對六四和中國民主前

內容將不會包括康復服務、公積金或退休

景，卻有她獨特的意見；第二 ’社會方面

金計劃，這是政府漠視社會整體變遷和發

。陳美美從事社工多年’對社會福利服務

展需要的又一明証°那麼’又怎可以稱爲

有較深入的認識。適値政府發表「跨越九

《跨越九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呢？

十年代的社會福利服務白皮書諮詢文件」
，陳美美認爲有很多不足之處，_政府應重
新檢討其社會福利政策；第三，個人反思
方面。現實的不斷衝擊，令陳美美明白到
個人的角色與及未來的方向。「最大的價

除了政府應修訂其政策方針之外，她

値是看到靑年人在靑年中心的成長’實在

覺得政府不應該以一種施捨的態度，去處

是最大的reinforcement

！ j

理社會福利服務。我們必須承認，人作爲
社會中的一份子，有他個别不同的需求，
不應該是被動的；相反，應該有基本的權
利去獲得社會所提供的服務。不過，她反
對以激進的手法去爭取，因爲，叫一班老
人去靜坐、絕食是不設實際的。所以她自

六四令她對中國問題有更新的認識°
她認爲六四除了破壞性（Destructive

)

己的責任，就是盡量去反映市民的需要，
積極爭取他們的權益。

之外，也有其正面式（Positive ) 。 例 如
：六四之後，許多人對於個人應有的權利
，都顯得非常關心’而對於敏感的政治問
題，也不再迴避退縮了。六四亦令她更淸
楚知道中國領導人的想法與及敬事的手法
，相信有助於港人與中方人仕的接觸°

從六四事件和日常工作之中，陳美美
不斷反問自己，在社會上應當擔任怎樣的
同樣，對六四亦有作出即時的回應

角色。六四以後，她自己曾參與多方面宣

，好像遊行集會、發表聲明等。不過，她

揚民主、自由的活動，包括走訪、研討會

希望毎個人都能有理性的反省和探求’進

與及宿營。她認爲深化對民主、自由的認

一步深化自己對民主、自由的認識。

識，確賁是當前的急務。只有當我們對民
主、自由有較深入的理解時，才可以影響
下一代，使他們能在學習的過程之中，培

對於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她並

養出對事物的獨立判斷能力，辨别是與非C

不感到樂觀。因爲中國不像其它東歐國家
，沒有深遠的民主基礎。二千多年來，中
國人民都是由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封建專
制的政府所統治的。所以，正如柏揚所講
，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奴性J，不會向權
威挑戰，只會逆來順受。而且，中國的人
口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大多是文盲
和傾向保守，只要能夠有飯吃，基本生活
條件不太惡化，誰是當政者的影響不太大

雖然，靑年中心的工作帶給她很巨大
的壓力；不過’當她看到自己的「仔」、
「女J如何在中心成長’那份莫名的滿足
感，又增强了她對工作的自信心。所以，
她說：「若果九七年之後，仍然有社會工
作，我必定繼繽下去。J

社會方面，棄涉政府以甚麼態度去制

被訪者簡介：

V

六四事件距令快將一年，但九七的脚
步卻逐渐接近，香港人處於這個時代之中
，會有什麼想法呢？——移民一走了之，
抑或留下來面對將來。隊美美是一名青年
中心的在職社工’她將談談自己
以來對玫治、社會與及個人的感受
的體會，定可M•大家去思考更多問題
對個人的角色，必有進一步的了解。

嶺南人

定社會福利政策。政府向來强調不會發展
一個類似西方的福利社會，因此並不十分
着重社會服務的發展。不過，陳美美卻抱
持相反的態度。她認爲社會服務應視作一
種長遠的投資，保障社會的穩定及發展。
對於今次白皮書的諮詢，時間寅在過於倉
卒》;況且，政府又沒有在各大衆傳媒加强
宣傳，以致不能喚起大衆的關注。此外，
今次諮詢文件的內容流於空泛及槪略，即
使是行內人也不知從何入手，反映意見，

我們同樣生於這個轉變中的時代，陳
美美的生活感受，又對我們產生甚麼啓迪
作用呢？或許，她積極面對生命，已証明
了這並不是「末世J ！

訪問者：區天佑

商界

或者，正由於她從經濟角度來考慮吧

「土產人仕J她戲言。

，對於「一國兩制」她抱持樂觀的態度
正如一般市民’她鍾愛這塊土地’對

！她認爲’北京知道在香港推行共產主義

這塊土地有一種獨特的、深刻的感情；尤

是不行的；甚至它不斷嘗試發展深圳特區

其每當她從外國公幹回來，在步下機搶的

的經濟’就正正是希望試驗一下’新一套

刹那，與在外國相比’完全是兩種不同的

的方法是否可行°所以，香港實行一國兩

感受：香港要有生氣得多’是一個非常現

制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

代化的大都會’令人羡慕不已。
不知大家有沒聽過「游蛙式J這句話
「香港幾好的東西都有，正如一個廣

，是用來形容港人拚命賺錢和移民。無論
怎樣，蔡蓮鳳認爲十分正常，因爲好像開

吿的對白」她繼續說。

保險箱一樣，人總想找一處地方安放自己
從筆者的觀察之中，她全是一副樂天
派，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J

，對前景絕

的貴重財物；或者是做一個投資’其目的
不外乎是爲了保險吧。

不會過於担憂。她坦然地承認，「自己對
政治不大認識」，加上她做人的原則是「
煮到嚷就食」，一副樂天安命似的。所以
，一切都由「天意J安排妥當了，刻意改
變也是無謂。暫時來講，她並不担心將來
，因爲香港仍然是一塊賺錢的好地方；縱
然香港也曾經歷多次政治轉變，譬如：六
零年代大陸移民大批湧入香港，亦曾構成*

她的「保險論」令筆者想起「居英權
」，也是保險論下的產物。但是，究竟商
界人仕對移民有何看法呢？她表示有錢的
人多已將部f分資產投資海外，但會盡量留
下來「温錢」。即使是要走，也會是數年
後的事情。因爲「香fe是全世界最好截地
方J，又有誰願立即離開。

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港人的適應能力相當
她强調若果沒有九七信心問題，這些

高，很快又渡過難關。

人根本就不會走。
談及六四期間’有上百萬香港市民參
與遊行示威，她認爲「很正常」。作爲一
個中國人’目睹自己的同胞被屠殺’自然
會產生一種悲痛的感受；何况，九七將近
，他們也會聯想到九七年之後，會否像北
京的情况一樣。於是’便藉著遊行、示威
，希望可以改變北京政府。

問她六四以後，有沒考慮移民，她坦
然地答道：「這一刻叫我離去（移民），
我是不會的，因爲此時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今距九七仍有一段頗長的日子，這幾年
之間，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好的賺錢地方…
…若要移民，也不會是現在，起碼會是四
、五年之後的事，若到時眞的要走，則形
勢已明朗化了」。
到了形勢迫使她不得不離去，她會有

故此，對於香港的經濟前景，她是十
分有信心的。簡單來講，她相信：北京政

什麼想法。她精簡地一句：「無可奈何J。

府了解，雖然香港是一塊很細小的地方，

其實，從蔡蓮鳳的講話，也多少可領

但每年卻可以幫助它賺取到大筆外滙；况

略到一種她對前景不明確的担憂。她祈望

且，又不需它花費太多的精神去管理’實
在何樂而不爲！

「祖國J (指中共領導人）不要隨便講些
危害港人信心的說話，因爲他們講一句話
’隨時令港人有很大的反應。

但是，她指出現今中國大陸仍十分穩

姑勿論怎樣，她並不認爲有「末世」

定，若以一個普通市民來講，只好「以不

感覺’因爲香港仍有許許多多新的發展與

變應萬變」。除非我們有能力改變現狀，

投資’所以’香港對於中國’仍有很大的

否則，惶恐只會令社會更加不安，造成不

價値。

必要的負担。所謂「雖不成事，但也不要
敗事嘛」。

訪問完結之後，筆者有一種感覺：我
們生存的作用，莫非只繁於替别人生金蛋
嗎？

被訪者簡介：
蔡蓮風現職亞智投資有限公司萬利隆
金號高級市場經理。她從事金融業務多年
，對金融投資有豐富的認識和硏究。但是
，九七問題已構成對香港經濟的長遠陰影

來解釋：「如果老板見到我P地出去揾生意1

；再加上六四事件以後’港人信心問題進

，根本不須要插手干預我馳鹿行政。最多

一步惡化°對她來說，必定構成一定的衝
等。究竟，她會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呢？相
信’能或多或少反映出我們的心聲。

，他祇會做一些工夫來推動我她去温生意

隨後’她又想了一想，擧出一個例子
，而又成功的話，他自然會對我P地有信心

按：專題訪問內容均屬被訪者之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其所屬機構之立場。

，而不會實行一個不好睹制度來防礙我抛
工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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