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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到 2012 年，中國社會與文

化處境十分令人困惑，經濟雖發展很成功，

但帶來社會貧富不平衡，弱勢階層增加。

文化更新用十多年全力參與資助貧困青少

年教育，政府也在加快改革減少不公平，

但貧富懸殊仍大，埋怨與仇富心理正在民

間蔓延。中國當前更大的問題是在文化和

思想上走向靡爛或走向暴烈，目前不單道

德觀念下滑等等的社會的問題，使某些激

進意識形態構作龐大輿論，批判改革和發

展，要求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鬥爭老路，實

在令人擔心。

本來在近十年多元和諧的大氣候下，

任何人只要不涉及顛覆國家，甚麼文化觀

點都可以提，中國政府的主流方向亦越來

越開放，推進文化大繁榮，也很重視宗教

研究，強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漸走

向更為寬和的宗教政策。但一些激進派卻

背道而馳，要黨同伐異，排斥異己，攻擊

和侮辱不同觀點者。更在網上將所有宗教

研究及宗教對話交流標籤為學術文化傳教，

要求打壓。中國的思想進入開放寬容與保

守封蔽的交鋒當中。

去年我們也身處在這漩渦裏，文更回

國服事邁入十九年，以單純愛心對中國同

胞，也以深情愛護中國文化，一向都很平

安順利，如今第一次遇到保守文化大回流

的排斥和壓迫，期間老左派對海外關愛組

織也打壓排斥，並通過見利忘義之人在幕

後抹黑和告發來陷害忠良，其情勢真如大

風浪中的小舟。面對來勢凶猛的反和諧勢

力，我們這些只有愛心，沒有權力與金錢

的機構，確實無能為力，只能為中國凶險

處境而擔心和禱告。

但是，我卻心中寧靜，無憂無怨，主

因在回國服務本就無欲無求，如陶行知所

言 :「帶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故

從未在經濟大流中謀求過財富利益，只希

望中華民族能走出百年困境，中國人能感

通天地之美善，多點仁愛、多點喜樂、多

點平安、多點幸福，就於願是矣。

寧靜
梁燕城

 
博士

風
雨中的

更正啟示

各位文更的支持者

剛剛郵寄出的《天情》通訊 56 期 [ 院

長的話 ] 一文中「風雨中的寧靜」，是同

工用錯了版本，不是最後的定稿。

這稿是我近一年在中國經歷的反省，

初稿提到近期的一些政治問題，後由一位

在港的大陸朋友，用中國大陸語詞修改，

我覺得用辭太具大陸的激烈語句，不合我

的風格，故再寫另一修改稿，去掉政治性，

也在後面增加一些反省及農村體驗的資

料，成為最後定稿。但出版時錯將之前

的修改版付印，形成部份非我所寫，也

非我本人的想法，故今再刊出最後修改

稿，才是我的原意，為一切錯誤，謹此 

致歉。

現刊登在本中心網頁 www.crrs.org 為

正確版本。

梁燕城 七月十八日

(修訂版)



2
文化 更 新 研 究中心

h t t p : / / w w w . c r r s . o r g

院 長 的話

由於無求，故也不怕失去。十多年來

持守「愛是恆久的忍耐」的理念，因為中

華民族經過百多年的苦難，文化創傷甚深，

加之如今社會不公，貧富懸殊，人心很多

傷痕，故有不合理表現是令人痛心但也有

可諒解的。因此我們受到一點誤解和排斥，

算不了甚麼，最壞結果就是回到外國教學

寫作也可，只是擔心中國會倒退到文革的

暴烈情況，摧毀多年建立起來的一點富足

與和諧。

期間，有一位澳洲「奇人」到香港辦

公室，據說他很有屬靈恩賜，能籍禱告而

從神聖世界獲知人間奧秘，但我對這類講

法一向持理性觀察的態度，姑妄聽之。想

不到他說當天早上他從上帝得到有關我們

的信息，是但以理雖被丟入獅子坑，但獅

子的口必被封住之事，但以理從不做虧損

君王的事，而且同時忠於上帝，兩者並存，

因而得大祝福。我聽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十多年獻身在中國，從未虧損過祖國，又

完全順服上帝，故必不會遭害。

在政治風雨飄忽中，中國政協的宗教

和平委員會主任來加拿大探訪「文化更新」，

聽取有關宗教自由與和諧的建議，對文更

工作評價甚高，之後即推薦提名我成為全

國政協的海外代表，這可見主流的寬容方

向仍是治國之上策，未被激進派所扳倒。

在今年二月，我接到中國領事館電話，

正式邀請我參與全國政協大會，為海外列

席代表，得知所有攻擊均無成功，而政府

主流的和諧和改革思想仍穩固。但自己卻

要用良知省察內心，是否應參加這會議呢？

因為多年來是獨立知識份子，雖與官方接

觸，也提交過三十多個有關教育、醫療、

人權和宗教自由等改革建議書，但從未加

入過中國體制內改革，加入是否會失去獨

立性呢？會不會因進入主流體制，而不敢

講真話呢？自己能否堅持對仁愛、公義及

尊重他人的信念呢？

另一面又想，單在體制外說話，似乎

果效較少，能在體制內議論，是否可以反

映更多民間疾苦呢？十九年在中國，走入

過最窮困的大山，接觸過最艱苦的人民，

如今可能有較好位置去在體制改革上幫助

他們，這是否一個真正為人民的位份呢？

關鍵是一個良知的問題，自己如何看待這

職份呢？是為了個人榮譽與風頭，還是為

了億萬平民建立尊嚴而工作。

說實話，十九年前選擇關愛中國的路，

本就放棄了個人利益與榮譽，不利用學問

與名望來建立自己，如得任何榮譽地位，

是為了反映困苦人的苦難，參與中國發展

之艱辛，推動其走向更美善與寬和的未來，

進一步彰顯天地之大愛。只要本良知行公

義，以愛心說誠實話，在體制內的職份也

是表達仁愛公義的清泉。

我立刻預備一提案，是為了保護少數

民族文化、保障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及

平等包容台、港、澳與海外華人的建議。

倡議建立「中華文化共同體」，從漢族中心

的中國文化，走向多民族多宗教並存的「文

化中國」，以這大文化中國去講中、港、台、

【接上頁】

澳及海外華人的文化共同體，建立寬和共

融的精神，達至多元而一體。並提議政府

用寬和共融原則對各宗教，並發展可行模

式，讓未合法的宗教活動得合法存在。

協商精神與講真話
參加第十一屆全國政協，讓我正式

親身體會中國體制的特色。我曾對中國的

政協制度，有些偏見，認為是高層人士退

休後的報酬。但這次進入體制後，我以講

真話的心去參政議政，發覺很多代表都非

常尖銳地批評政府，也很大膽和準確地指

出問題之所在。這是世界上所沒有的議政

制度，很多國家不會邀請一批國內外有觀

點的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每年一次開大

會向政府提意見。中國政府要對每個提案

(二千多個 )作出回覆，實為不易。

議政本是古代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君

主有時聚天下賢士，集於宮廷，共議國政，

以聆聽和找尋治國的意見，由宰相及大臣

主持的「集議」，就是參政議政之舉，由皇

帝主持的「朝參」或「朝會」，則是直接討

論政策，此外諫官的設立，自齊桓公設「大

諫」始，歷代均有專職監察君主過失而直

言之官，到宋更設「諫院」，有諫議監督的

作用。可惜元代以後即無此制，成為君主

獨裁專政。

中國春秋時有參政議政傳統，《左傳》

裏「國人」出現了八十次左右，從資料看「國

人」有一定的議事和參政權。如《左傳》記載，

楚靈王在面臨政變時，本想入城，右尹子

革勸他：「請待於郊，以聽國人」(《左傳．

昭公十三年》)，後因知「眾怒不可犯」而

自殺。《左傳》記載：「鄭伯及其大夫盟於

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左傳．襄等候進入人民大會堂

政協會議中的  反省深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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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三十年》)。這裏所謂「盟」，就有一種

商議而達至同意，大家團結的意思。可見

國人的議政地位。至秦以後中央集權，也

有會議如「朝參」或「集議」，如漢昭帝始

元六年 (公元前 81 年 ) 二月曾集各方代表

討論鹽鐵是否公營問題等。

如今中國制度是以協商為本，由集體

領導，不再是中國傳統的君主獨裁政治，

集體統治由代表不同範圍的領袖集議，他

們又各有一群智囊精英，通過群策群力方

式，找尋最佳的綜合與平衡觀點，使國策

得到最佳和最謹慎的決定。正由於集體協

商的政治特色，中國政治不容許太突出一

個魅力型領袖，更不容許一個領袖建獨立

王國。這是經過文革受的教訓，中國不能

再激進和獨裁了。

平民體制的發展
從歷史來看，中國的制度已改變了傳

統君主獨裁制，但又不同現今西方民主體

制，歷史上只有羅馬共和國的政體比較接

近，羅馬共和國的體制成功使羅馬民族建

成最富強的國家。但是，羅馬共和國的集

體統治是一貴族政體，中國卻是一平民政

體，且已發展出一制度，使任何平民均可

奮鬥，有機會攀登更高位置。目前這制度

已取得初步成功，但在發展中也產生很多

困難，如財富的公平分配、公民人權的保障、

道德良知風氣的覺醒、誠實正直的商業倫

理建立等均有嚴重的問題，但只要追求更

公平正義，既得利益者不能操控一切，國

家更落實民主，一切政策透明度更為增加，

這制度將越來越走向合理，並進而帶動民

族文化復興。

中國的政協容許非黨員及非主流人士

參政議政，是集體統治的延伸。早期政協

是共和國團結不同觀點的政黨和知識份子

所用，但後來有一段時間成為幹部退休後

的去處。由於中國日漸發展成功，政協職

能漸改進，早期引進企業家提出經濟發展

的實際建議，近期更引進各方不同意見的

知識份子，從理性與專業知識再度提出分

析和見解，成為容忍不同政治社會觀點的

平台。

人權法治的落實
我多年來關心祖國發展中的很多問題，

如中國草根平民的尊嚴，貧困弱勢群體的

權益，農民的土地權，城市民工子弟的教

育權，環保的策略及精神文化的建造等，

想不到在政協大會的代表發言中，均有專

業知識，對問題的分析深刻透徹，議政也

十分尖銳。其中有文化界對當前宣傳雷鋒

運動提意見，要求不要將雷鋒神話化，須

視之為平凡人，甚有見地。在小組討論時，

我也提出，中國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

國家，還有四千多萬的港台及海外華人，

並非人人知道或欽佩雷鋒，應找更有全面

代表性的公共道德人格來鼓勵人民，如孔

子、孫中山、陸皓東、馮玉祥之類人物。

政協代表應是一些維護法治人權的參

政議政者，在愛護中國與中國人民的立場

上，講出真話，使中國改革更完善。在兩

會中得知人權法正式落實在法律上，非常

興奮，這是我十多年和官方交往對話中所

強調，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性尊嚴，即使

是涉嫌犯罪的疑犯，也須人權保障，不可

用酷刑迫供，如今終具體落實在法律上，

將可使人民權利得到最基本保障和尊重。

雖然其中仍有一條是因國家安全而作的例

外，引起一些爭議，但這是美國也有的法律，

如2011年 12月 31日簽署的《國防授權法》，

允許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理由下，可無限期

地對公民實施拘押，這法律是屬特例，並

無妨礙美國對正常人權法治的保障。對中

國來說，其他多條的人權保障法律，已是

前所未有的了。

總理的悔悟更新
此外溫家寶總理要求人民諒解和寬恕

其不足，是中國領導人少見的胸襟，國家

民族要前進，不能靠歌功頌德，也不能靠

自我吹捧，卻須深沉的自我反省，明白為

何理想未達到，也承認所犯的錯誤，有所

悔改，才能領悟新方向，而後能更新方向，

才得成功發展，這是我多年所強調的「悔

悟更新」，因悔悟更新而可有「創造轉化」。

這次兩會後，溫總理強調了「悔悟更新」，

且批判文革的復辟，之後又見左派觀點回

流的力量削弱，都見到中國在改進，相信

十八大以後中國會更進步。

當我在北京坐地鐵時，由於忘了收起

政協名牌，有老百姓即過來申訴其困苦，

使我甚感受民間的疾苦，此後收到其寄來

材料，我轉交相關部門，並親筆回信交待，

讓他知道政協是負責的，其責任在聽取人

民的聲音，瞭解社會的需要。這經驗使我

反省，極大部份政協都不需坐地鐵，由於

我是一位平民，為了省「打的」錢，結果

在地鐵和百姓擠在一起，就遇到平民求助，

中國確需更多聆聽人民聲音的體制。

當我們得到政府極隆重的禮遇時，內

心感到不安和汗顏，因掛念著還有以億計

貧困而弱勢的人民，需要得到尊重和尊嚴。

這意味我們要更廣泛地走入民間，故切勿

沾沾自喜，以為高人一等。兩會後我馬上

到雲南文山富寧縣，進入貧困山區，一個

月後又到蘭州大學探訪被資助的貧困學生，

又到廣西百色隆林縣，龍勝縣、資源縣，

見我們視為兒女的數百貧困同學。

列席政協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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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學生的淚水

五月從南寧坐車七小時到百色隆林縣，

再走入沙泥石路，彎曲迴旋地前進，用了

一小時才到沙梨鄉，再入山到兩個村中探

望兩位貧困同學，一位男同學羅高 (非真

名 )，因三年乾旱田地種不出玉米，家中

已無收入，十分艱難，其家中一無所有。

他還有二十天就要高考，他自信會成功，

他本來因貧困而失去夢想，但文更的資助，

使他得完成學業，他表示將來堅持要服事

人。我們很關注的困境，決定如果他能考

上大學，文更會繼續資助他。

另一位女同學蓉，一問其處境，立刻

痛哭。原來她因家貧，父親出外打工，頭

兩年有回家，但之後即失蹤，四年音訊全 

無，不知是生、是死、還是另結新歡。她

與母親及弟弟均十分擔心，但又無能為力。

弟弟放棄學業，與母耕田，因乾旱種不出

好水果，家已無收入，全家陷入困境，靠

叔叔在外工作養育。蓉對困境哭泣不止，

我們團隊中的女士緊緊抱著她，安慰她。

她並不漂亮，成績也不很好，看來不易入

大學，相信前途相當困難。

之後我們到縣城見資助的學生，每一

位都訴說其血淚的故事，部份是留守青少

年，父母多年出外工作，很少享受天倫親

情的經驗，一位叫娜的同學，父母到廣東

七年未見，且母病，用盡賺來的錢，如今

希望考上廣東的大學，可以與父母團聚天

倫。很難想像，從小六就與父母分離，對

孩子是何等痛苦的經驗。

不少同學是孤兒，或失去一位至親，

或父母有病，一位叫雪巧的同學，二年級

時因太貧窮，父出外打工，不料老板不發

工資，理論時被欺負，之後病倒，剩下 30 元，

母趕到城裡接他回家，又瘦又傷病。作為

女兒心中很疼，但又很無奈。雪巧說到此

泣不成聲，本以為無機會完成學業，但得

到文更的愛心支持，十分感動，立志將來

必以愛心對人。

聆聽每一位同學的人生，都是有血有

淚的故事，我們心中都很沉重。一位同學說，

一向以為中國很黑暗，官員很腐敗，但竟

有全國政協代表到貧困地區聽他們的心聲，

是有無私愛心，很激動。而沙梨鄉的校長

與鄉長，在鎮的民間飯店與我們吃晚飯，

說這是第一次全國政協代表到沙梨鄉了解

民情，還到山上村裏進入民居，可說是已

到了點上，他們十分高興，盼我能將民間

困苦反映到中央。

與受資助的大學生會面

家訪貧困學生及其家長

到廣西最貧困區探訪學生

同學們生活反映中國社會的問題，我

帶著深沉的哀傷離開隆林，到其他農村探

望另幾批困苦的同學。途中思考，過去我

只是海外獨立知識份子，是海外華人對窮

人的關愛的先行者，但一旦成為政協代表，

就多多少少代表了政府，人民對代表有期

望，故我要投身去了解和反映民意期望，

改善社會民生條件。接受了這義務工作，

就必須負上反映民意的重大責任，助民解

困確不簡單。

想到很多弱勢人民，在社會中未得尊

重。故盼望自己將民間疾苦反映，並參與

中國政治社會的體制改革，使將來中國，

發展出全面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使人

人都得到尊重。

院長 的話

在深山中痛哭的年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