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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榮再談誤報事件 亞視重申嚴守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森克虜伯電梯（香港）
負責警察總部及房協轄下多個屋 的電梯維修及保養
工作。該公司70名維修工人因不滿待遇，預料於今晨
發起罷工行動，爭取把底薪加至市場水平。參與工潮
的員工人數佔維修部77%。不過，工會表示，各區仍有
技工當值，遇有突發事故會出動，預料不會威脅電梯
使用者安全。

維修及保養 涵多個屋
蒂森克虜伯負責警察總部及多個屋 的電梯維修及

保養工作，包括天水圍天晴 、天恩 、藍田寶達
、秀茂坪南 等。此外，該公司負責港島區多道公

眾電梯的維修保養工作，包括金鐘其中一道通往政府
合署的公眾電梯。目前，該公司維修部共有90名工
人。工會預料，今日將有逾70名工人參加罷工行動，
爭取公司改善工人待遇，把基本薪金提升至市場水
平，例如：4年年資以下的工人，基本月薪加至8,500
元；4年至10年年資的工人，基本月薪加至1.2萬元。
該公司工會幹事梁錦威表示，市場上有4至10年年資

的維修工人，月薪約1萬元。

底薪近期加 高於資深工
但蒂森克虜伯同等年資的工人，平均月薪僅約8,000

多元；更有一名8年年資的工人，月薪僅7,100元。他
指，該公司每年雖會加薪，但幅度太小，追不上通
脹，例如：今年員工獲加薪3%至5%，但上月通脹率已
較去年同期升5.7%。他又指，公司以往聘請新入職員
工時，底薪僅6,000多元，但由於薪金過低，難以招聘
員工。近期，公司把底薪提升至8,500元，比許多資深
員工還要高，造成不公平情況。
梁錦威表示，由於基本工資偏低，員工只好「加班」

工作換取津貼。他表示，員工平均每月有7至8晚須連
續工作33小時，長遠而言，會影響員工健康及工作質
素，威脅公眾安全。

70電梯維修工罷工爭加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主
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活動之『學習弟
子規，成就你我他』講座暨文藝匯演」，昨日假鴨 洲

利東 社區會堂舉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應
邀出席，與逾500名家長和小孩分享學習《弟子規》的
心得體會。他認為，讓孩子從小接觸和學習《弟子規》

這種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對小孩子學會做人、培養良好
生活習慣、尊重老師、與同學友好相處都十分重要。
曾在內地擔任小學、中學教師及大學教授的郝鐵川，

對中國傳統文化有 深厚研究和造詣。這是他首次以中華
文化總會「義工」的身份，應邀深入社區與香港市民面對
面交流。昨日，他與現場逾500名家長和小孩面對面交
流，分享學習《弟子規》的心得體會。

學傳統經典 助學會做人
郝鐵川指，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傳承中華文化。而學

習《弟子規》等傳統經典，可以弘揚中華文化、傳承中
華文明，對現實生活亦有指導作用。
郝鐵川說，現時內地和香港的家長都十分注重培養小

孩知識，以及學習「琴棋書畫」，但部分人卻忽略教育小
孩子如何做人和日常生活規範。他認為，小孩子最好從6
歲開始接觸和學習中華文化，當中包括《弟子規》、《千
字文》、《論語》、《孟子》，這對小孩子學會做人、培養良
好生活習慣、尊重老師、與同學友好相處都十分重要。
是次國慶活動除了安排《弟子規》講座外，還有小

朋友演出小型《弟子規》話劇、百人齊誦《弟子規》
等。參與主辦活動的南區武術會，精心策劃了「武術
與你」拳術表演等，逾500名區內人士相聚，一同歡度
國慶。

林啟暉謝緯武等齊出席
南區區議員、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林啟暉，香港

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兼監事長謝緯武，秘書長張繼春，南
區武術會主席林炳添，香港文體教青少年聯會創會會長白
潔，香港文教藝術促進會會長田一汝等出席是次活動。

教育團體抗議鹹濕爽報
網上聯署譴責行動 淫故被評不雅 促立會跟進

■譚凱邦建議免費報紙減少印刷量，以回收再
派的方法節約用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

香港免費報紙由「三國鼎立」進入
「春秋五霸」的時代，目前5份免費
報紙每日總發行量多達300萬份，用
紙量驚人。有環保團體的調查發
現，免費報章每星期5天的耗紙量高
達2,200噸，需要砍伐3.7萬株樹，相
當於3.5個維園面積的樹林，嚴重破
壞環境生態。團體呼籲報館減少印
刷量，採用「回收再派」方式節省
用紙量，並促請政府資助社企經營
廢紙再造業。

日印300萬需伐樹3300棵
環保觸覺調查上周一至五出版的

免費報章耗紙量，包括《頭條日
報》、《爽報》、《晴報》、《都市日
報》和《AM730》，發現全港免費報
章每日發行量達300萬份，推算每日
用紙量近440噸，每周5天共用紙達
2,200噸，需要砍伐3.7萬株樹，相當
於砍伐3.5個與維多利亞公園同等面
積的樹林。

環保觸覺倡「回收再派」
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指出，若單

靠增加印刷量接觸讀者，是「不環
保」的做法，建議有關報館派員將
報紙「回收再派」，既能維持讀者人
數，又能節省用紙量。他舉例，
《都市日報》數年前已開始「回收再
派」報紙，據觀察，1名職員每小時

可以回收和派發近萬份報紙，回收率約20%。譚
凱邦呼籲，在港鐵東鐵線和西鐵線派發的《頭條
日報》效法，將每日印刷量由95萬減至75萬，只
要回收率達20%就能接觸90萬名讀者，較每份報
紙1元的印刷成本和職員薪金，「回收再派」的
成本效益更高，報社仍然有利可圖。
另一方面，現時香港沒有廢紙再造廠，廢紙

只能靠出口處理，一旦外國廢紙價格下跌，便
會有大量廢紙滯留香港。譚凱邦建議政府，在
《施政報告》中提出，資助社企在環保園開設廢
紙再造廠。

自認健康長者 近半愛吃零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長者生活習慣不

良，會增加中風等疾病的風險。有調查發現，自
以為關注健康的受訪長者中，23.2%人沒有做運
動的習慣，逾60%受訪者每天喝水少於8杯，分
別有47.7%及26%長者有吃零食和飲汽水的不良
習慣。有營養師指出，長者喝水量偏低會影響營
養吸收，而吃零食和汽水更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61.5%每天飲水不足8杯
香港電台委託調查機構於本月2日至9日訪問

503名60歲或以上長者，有97%受訪者表示關注
個人健康，但當中有23.2%受訪長者沒有做運動
習慣，61.5%長者每天飲水不足8杯，54.7%長者
每天睡眠不足8小時，反映長者生活習慣並不健
康。調查又發現，分別47.7%及26%受訪長者有
吃零食和飲汽水的習慣。

與子女商求醫延誤診治
威爾斯親王醫院腦血管治療中心主任梁慧康表

示，運動是保持健康的簡單方法，太極更可訓練
肌肉和平衡感，保持健康。梁慧康指出，不少中
風的長者對疾病認知不足，病發後仍要與子女商
量應否求醫，延誤診治，「每天都有中風長者因
延醫而留有後遺症」。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評議會、教院幼師校友
會和香港島婦女聯合會，約20名代表昨日到位於將軍
澳工業 的壹傳媒集團大廈門外抗議。抗議人士高呼
「救救孩子　拒絕爽報」等口號，謔稱《爽報》為「喪
報」，其色情內容毒害青少年、學校和社會風氣；並當
場撕毀多份《爽報》，向集團代表遞交抗議信，要求
《爽報》停止刊登意淫內容。

綁黑絲帶 斥壹傳媒黑心
壹傳媒原訂只派保安員接收信件，遭到抗議人士反

對，但由於管理層休息，所以由編輯部職員代為接
收。抗議人士交信後在大閘綁上黑絲帶，諷刺壹傳媒
是「黑心集團」。

爽報色情 學生尷尬反感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爽報》及其電子版的

圖片、標題、內文、動畫、聲音廣播等充斥色情資
訊，該報每日早上向中、小學生免費派發，荼毒心智
未成熟的兒童和青少年，呼籲家長及教育界，以至各
大屋 抵制《爽報》。他續指，教聯會周六開始發起

「網上聯署譴責《爽報》行動」，截至昨晚已有超過400
人簽署。
本身是中學校長的教育評議會執委曹啟樂表示，除

了老師外，不少學生對《爽報》色情內容感到反感和
尷尬；雖然該校沒有正式禁止學生閱讀《爽報》，但家
長會已經發出通告，勸喻學生罷看。
曹啟樂又批評，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至今未有

就事件表態，教聯會計劃向立法會申訴，促請政府介
入。

裁定不雅 須加密封包裝
另外，淫褻物品審裁處公布，《爽報》於本月20日

刊登一篇描繪大學生性生活的文章《枕邊手機》，暫定
類別為第II類物品，即「不雅物品」。據法例規定，第
II類的「不雅物品」不可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而且必
須密封包裝及附有法定警告字眼；而第III類「淫褻物
品」則禁止發布。
影視處截至上周五共接獲128宗有關《爽報》內容不

雅、淫褻、暴力及鼓吹賭博的投訴。壹傳媒表示，昨
日未有管理層上班，暫時未能回應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就亞洲電
視誤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死訊事件，亞
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前高級副總裁梁家
榮昨日表示，懷疑當天致電新聞部「報
料」的消息人士只是「傳話人」，真正消
息人士「另有其人」，不排除該人在亞視
具影響力。「死訊」播出後，亞視一度
把彩色台徽改為素色，梁家榮曾阻止，
但反被指無權阻止。亞洲電視公關部昨
午發表回應稱，亞視一貫尊重新聞自由
及編輯自主，重申亞視嚴格遵守廣播條
例，對於所謂「有償新聞」的指摘，亞
視認為是「莫須有」。

來電頻壓迫 決定播出街

梁家榮上周初於立法會交代誤報前國
家主席江澤民死訊事件。他昨晨接受電
台訪問時，再透露更詳盡內容。梁家榮
表示，當天於6時新聞時段前，新聞部收
到「消息人士」來電，稱江澤民死訊真
確，催促報道盡快「出街」，他隨即與同
事不斷嘗試核實消息。但在新聞時段前
10多分鐘，來電者不斷催促及壓迫，他
遂決定讓消息「出街」。

不反對該人對公司具影響力
梁家榮昨日堅拒透露來電者身份，但

透露曾跟來電者爭論，懷疑對方只是
「傳話人」，背後另有其人「發功」，「我
跟A君（來電者）爭論了一會兒⋯⋯我會

懷疑其實是B君（指真正消息人士）的
主意。但我只可以懷疑，沒有證據。」
當節目主持提問，該名不斷催促播出
「死訊」的來電者，「必然是對公司有影
響力」，梁家榮表示，不反對有關推斷。
對於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於立法會確

認「消息人士」並非他本人、主要投資
者王征及高級副總裁鄺凱迎，梁家榮回
應指，他對「消息人士」的見解與盛品
儒不同，「大家的認知度不同。」當天
播出「死訊」後，亞視把台徽顏色轉為
素色。

轉回台徽顏色 被指無權力
梁家榮表示，他當時曾指示一名高級

職員， 主控室盡快把台徽顏色轉回，
但得到一句「榮總你是沒有權去叫轉回
（台徽顏色）」的回應。梁家榮坦言感到
無奈，但最終仍能阻止江澤民特輯播
出。
亞洲電視公關部昨午發表回應稱，亞

視一貫尊重新聞自由及編輯自主，重申
亞視嚴格遵守廣播條例。對於所謂「有
償新聞」的指摘，亞視認為是「莫須
有」。
聲明又重申，亞視已向立法會委員會

陳述所有回應，不再重複。聲明提到，
亞視將繼續走改革之路，「爭取本年底
與友台收視人口達五五開」，實現歷史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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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壹傳媒集團旗下的免費報章《爽報》以意淫內容作招徠，

社會大眾對《爽報》的劣評如潮，其中1篇文章更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為「不雅」，不可供18

歲以下青少年閱讀。昨日3個教育團體及1個婦女團體到壹傳媒集團大廈抗議，並當場撕毀多

份《爽報》洩忿和遞交請願信，要求《爽報》停止刊登不當內容。抗議人士批評教育界立法

會議員張文光至今未有就事件表態，有偏頗之嫌。團體又發起網上聯署譴責行

動，以及要求立法會跟進事件。

■教育聯會和婦女團體到「壹傳媒」抗議，並即場撕毀《爽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抗議人士離開前在大閘外綁上黑絲帶，諷刺壹傳
媒集團是「黑心媒體」。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郝鐵川與500家長子女分享《弟子規》心得

■郝鐵川與參加活動的家長和小童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郝鐵川認為，讓孩子從小接觸和學習《弟子規》十
分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