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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特稿介紹了四位「中共高層」各自的執政理

念，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李克強的「民為先」，

以及張德江的「心繫百姓」和俞正聲的「多做實

事」。這種特稿系列的創新做法，引發海內外廣泛關

注和熱議。在中央領導人換屆後，新華社首次如此詳

細披露領導人的出身經歷與家庭，可視為中共十八大

後領導人新作風又一展現。筆者覺得非常新鮮，讀了

系列特稿，心中油然而生一種感動、感激和感奮。新

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大眾媒體及民間心理的理解顯然

更真切，他們表現了調整作風、順應並駕馭時代潮流

的願望和能力。

「中共高層」也和常人一樣有血有肉

國際輿論認為這是新一屆領導人宣導透明化作風的

開始。這種傳播模式更符合時代需求，因為當下的政

治領導人已經不具有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極富個人傳

奇色彩的經歷，也不可能再如戰爭狀態形成那種無與

倫比的威望與形象。「奇里瑪斯」式權威消解後，雖

然對於政治首腦，不同國度、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有

不同的態度，但現代世界更接受有血有肉的政治首

腦。

新華社系列人物特稿顯示「中共高層」也是常人，

也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也有凡人的喜怒哀樂。不同

的是，他們比常人多了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責任和擔

當，多了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前途和命運的思考和關

切。

這次系列人物特稿都列舉了他們的個人政績。習近

平的政績涉及他主政各地的經歷，包括他在廈門、福

建、浙江工作期間的政績，以及2008年為辦成一屆

「有特色、高水準」的盛會，傾注了大量心血，發揮

了重要作用；李克強則在過去5年間，在抗震救災、

調控經濟、建設保障房、推動新醫改、保障食品安

全、甲型流感等重大公共疫病防控等關係國計民生的

重要領域，勇挑重擔，破解複雜難題，其出眾的經濟

判斷力和果斷務實的處置能力經受住了歷史檢驗；在

有關張德江的特稿中，利比亞撤僑濃墨重彩，危急形

勢下，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3萬多中國公民從利比亞

17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全撤離，是一個龐大的系

統工程；關於俞正聲的政績，包括成功組織上海世博

會，以及他在煙台、青島、湖北等地工作時的成績。

系列特稿列舉新一屆領導人的個人政績，顯示他們來

自人民、扎根人民、服務人民、效忠人民，他們是憑

真才實學、實幹苦幹從基層一步步打拚上來的領導

人，是能夠領導人民實幹興邦的領導人。系列特稿讓

百姓看到了一個敢說敢幹、求真務實、堅持改革開

放、勇擔民族大任的「中共高層新陣容」。

拉近與群眾距離增加親近感

國家領導人是什麼樣的？他們有什麼樣的個人經

歷，什麼樣的思想特徵，以及他們的家人是誰，公眾

對了解這一切都有興趣。與以往官方媒體極少提及領

導人的家庭不同，這次系列人物特稿都報道了新一屆

領導人的家庭。公眾看到了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的相

處之道、對女兒的期許，文中說「婚後，他們各有事

業，經常不能在一起，但都一直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盡最大努力去關心照顧好對方」，「無論多晚，

習近平每天都要跟妻子至少通一次電話，互致平安後

才放心休息，幾十年來一直如此」。新華社也介紹習

近平喜歡游泳、登山，愛看籃球、足球、拳擊等比

賽，有時也會在深夜看電視轉播的體育節目。關於李

克強的特稿介紹了其家庭情況，夫人程虹是首都經濟

貿易大學外語系英語教授，長期從事教學及學術研究

工作，他們育有一女等。特稿還顯示，李克強夫婦都

有博士學位，但相

關照片僅限於李克

強個人。特稿也介

紹了張德江夫人辛

樹森是高級經濟

師、全國政協委

員，他們育有一女。特稿還介紹了俞正聲夫人張志凱

現已退休，他們育有一子。

這次系列人物特稿都報道了新一屆領導人的家庭，

這其實有針對性，由於近年來官民、黨群關係出現了

疏離感，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與血肉相連定位有差距的

現象，所以最高層通過這種刊發介紹文章和配發家庭

照的方式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增加親近感。

為中國政治公開化透明化開了頭

新華社連續刊發常委特稿引發廣泛關注，輿論認為

體現透明化，增加親近感，為官員作表率，改進領導

作風，讓親民之風可持續。其意義是為中國進一步的

政治公開化、透明化開了個好頭。

系列特稿發表後，在網絡上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

響，很多網友說，從這幾篇特稿中，能讓人感覺領導

人的形象、言行與自己愈來愈近，正不斷融入老百姓

「話語體系」，接地氣了，因此叫好聲、誇讚聲不斷。

「中共高層」資訊的公開，開啟了政治公開透明的

新風尚。政治公開化透明化要公開的內容有很多方

面，財產是一方面，日常生活也是一方面，特別是關

於家庭成員的資訊。

新華社連續推出「中共高層新陣容」系列人物特稿，到筆者執筆時，已發表了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的四篇特稿，講述四人較為詳細的成

長及從政經歷。新華社還將繼續發布「中共高層新陣容」的人物特稿和照片。這一舉動被普遍

認為對增加中國政治的透明度有重要意義。筆者則認為，新華社系列特稿彰顯中共執政作風轉

型，與中央政治局通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以及習近平在南方視察時

輕車簡從、親民護民一脈相承。

「中共高層新陣容」系列特稿彰顯執政作風轉型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陳 鑌倡調配醫生 免深夜急症排長龍
72%人想急症室設深宵門診

現時醫管局轄下的夜間門診服務診症時間
只到晚上10時，市民倘在晚上10時後需

求診，只可選擇急症室或私家夜診。民建聯
於本月20日及21日，就急症室服務以電話隨
機抽樣訪問589人。

鄰近缺私家夜診 湧急症室

結果發現，有411名受訪者稱若深夜感身體
不適而需求醫，會選擇到急症室，主要原因
是地點較近和沒有私家夜診服務，各佔逾
30%；僅14.6%受訪者會到私家夜診。

調查發現，約55%受訪者曾深夜到急診室
求診，當中54.5%受訪者等候2小時至4小時，
約7%受訪者等候超過7小時。而醫管局數字
顯示，過去5年，公院急症室分流類別大致相
若，「危殆」、「危急」和「緊急」共佔
30%，其餘約70%是「次緊急」和「非緊
急」。陳 鑌指出，逾半受訪者認為急症室等
候時間太長是最大問題，而被分類為非緊急
的病人等候時間就更長，輪候時間過長或令
病者病情加重，以及增加互相感染的風險。

陳早前凌晨時分到廣華醫院急症室觀察，其
中一名求診者黃先生已等候逾6小時，其間因
怕錯過「嗌籌」而沒有進食。

縮短輪候 倡廣華醫院試行
陳 鑌建議增設急症室深宵門診服務，獲

72%受訪者支持。陳指出，深宵門診服務可
分流處理需要普通科門診服務的約70%求診
者，不但有助紓緩急症室的壓力，亦可縮短
輪候時間，「急症室內萬事俱備，只需內部
調配一、兩名醫生已十分足夠」，而冬夏兩季
的流感高峰期可因應情況增加人手，又建議
可先在較繁忙的醫院試行，例如廣華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屯門醫院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夜半

三更找不到夜診，唯有到24小時服務

的急症室求醫，相信不少人都有類似經

歷。民建聯的調查發現，約70%受訪者

稱若深夜時感身體不適，會到急症室求

診，主要原因是地點較近和沒有私家夜

診服務，但往往要面對輪候時間過長的

問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鑌建議，

醫院內部調配一名至兩名醫生，增設急

症室深宵門診服務，以紓緩急症室壓

力，建議獲逾70%受訪者支持。醫管局

回覆稱正探討不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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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青少年總在成長中會遇到困
惑，有些人會選擇以吸煙、酗酒、濫藥和自殘等作為宣洩途徑。
為支援青少年的需要，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自2009年
起，與跨界別專業團體組成名為「QK部落」的青少年健康資源
中心，透過評估學生身心健康，及早識別問題青少年並輔導他
們，至今已幫助約萬名學生。

評估4,000生 半成濫藥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自2009年起聯同醫學界、教育

界、社福界等跨界別專業團體推出「QK部落」，旨在讓青少年在
未陷於健康及行為問題前及早預防，並鼓勵他們遠離高危行為，
至今已有9,275名年齡介乎13歲至21歲的學生接受評估。

據「QK部落」的資料顯示，若只計算2011年8月至今，有
4,000個學生接受評估，其中再針對251人作深入調查。結果發
現，三分一學生承認吸煙；逾半學生曾有飲酒，小部分有酗酒習
慣；半成學生稱有濫藥；17%人曾萌生死念，有6%學生曾經自
殘。有份參與計劃的兒科專科醫生梁筱筠表示，來自單親家庭的
青少年問題一般較來自健全家庭的青少年多；許多單親家長為了
工作，精神壓力大，或發洩在子女身上，令雙方關係變差。她建
議父母主動了解子女的需要，以正面的態度支持和鼓勵他們。

有份負責輔導工作的瑪嘉烈醫院高級職業治療師方少麗表示，

青少年害怕被標籤，但計劃保密程度極高，參加者可放心向社工
坦承自己的問題，甚至願意表明自己有濫藥習慣，這有利及早識
別青少年問題，加以輔導。東華學院是計劃其中一個協作者，校
長汪國成指學院每年均派約500個醫療系學生到中心實習一至兩
個星期，協助計劃順利推行。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主席周奕希表示，高小及初中學
生問題最多，屬高危時期，最需要被關注。他認為上述計劃有成
效，擬延長推行3年，並打算擴展受眾至高小學生，現正申請600
萬元的資助，若通過審批，預計受惠學生將有8,0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學生代表隊上月赴

印尼參加第七屆亞洲國際模擬法庭比

賽，探討中國麵店品牌在印尼特許經營

時加以「本土化」的可能性。結果中大

以7戰全勝的紀錄，於14支來自世界各

地的隊伍中脫穎而出，擊敗清華大學、

新加坡管理大學（SMU）及洛杉磯洛約

拉法學院（Loyola Law School, LA）等

名校隊伍，首次在比賽中奪冠，並且獲

最佳書面陳述獎。亞洲國際模擬法庭比

賽旨在考驗法學學生處理法律問題的能

力及訟辯技巧，評判團由業界的知名仲

裁專家組成。今屆的比賽主題為特許經

營的相關法例，探討印尼的特許經營商

是否可將中國麵店變得本土化，例如製

麵的員工是否可戴頭巾，以及該以甚麼

法例規管特許經營等。

由於比賽的設定背景為印尼，所以亦

以當地法例為基礎，這對4位中大學生造

成困難，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學生徐嘉怡

表示：「香港的法例屬普通法（Common

Law），但當地的法例為民法（Civi l

Law），對我們來說是很陌生的制度。」

然後語言問題亦隨之而來，因為當地法

例並非全都有適合的英譯版，令他們在

搜尋資料時加倍困難，最終都是靠 向

不同人請教，以及翻譯軟件的幫助，還

有不斷的嘗試，才做好準備工夫。

7戰全勝 擊敗清華SMU等名校
教練之一的麥銘賢指，中大團隊為了

應付比賽，每天都要看其他隊伍的論

據，每日只有約5小時的睡眠時間，徐嘉

怡笑言：「對我來說，峇里只有兩個地

方，一是酒店房間，一是比賽場地。」

雖然7戰全勝，但評判最後嚴厲的評語讓

中大團隊以為自己落敗，學生李俊江對

此更是體會尤深，「結果評判宣布我們

勝出的一刻，我真的熱淚盈眶」。

另一名教練、中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Michael Ramsden表示，中大法學院成立

7年 ，今年是第四次參加這個比賽，每

次都看到學生在進步，今次奪冠，反映

該院的教育達國際頂尖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聖誕假
期往往是高中補課的「黃金檔期」，由於
不少中學汲取了首屆文憑試課時嚴重不足
的經驗，故自今年開學後均緊貼進度，目
前中六級的課程已完成得「七七八八」；
另一方面，學界為協助學生備戰，有學校
近日輯錄了課程精華成為「速讀天書」，
又安排老師當值陪學生晨讀及夜讀，並以
手機提醒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溫書；針對
中文科口試較去年提前兩個月開考，有學
校額外聘請老師，專責催谷學生。

特聘中文老師助操練口試
去年全港中學未能摸清首屆文憑試的

「底細」，唯有靠補課「力谷」學生，沙田
蘇浙公學校長陳漢齡表示，今年情況已有

改善，汲取了首屆經驗，師生不像往年緊
張，補課亦不如往年頻密。該校17個高中
科目的授課進度良好，已接近尾聲，只要
小部分老師於聖誕假期補課。另該校較去
年提早兩個月與同學練習口試技術和要
點，老師會利用空堂進行小組練習；學方
今年額外聘請多一名中文科老師，專職為
學生操練，讓他們盡早投入「作戰」狀
態。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的應屆文憑試生由中
四起已利用補課追趕不足的課時。校長何
滿添表示，4個主科課程已經全部完成授
課，只有個別科目如企會財因課程內容太
多要補課。由於有學生反映往年模擬試舉
行前只有兩天時間溫習，故該校今年提早
至1月下旬考模擬試，學生有一周假期準

備。

「動感筆記」在家睇片重溫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校長黃偉強則表

示，該校教師均以別出心裁的方法幫助學
生。會計科老師拍攝影片，精集3年課程
重點，強化學生的知識；英文科老師自製

「天書」，摘錄口語常用句子；物理和經濟
兩科老師則以平板電腦輯錄「動感筆
記」，學生可在家「睇片」重溫常犯錯
誤。

另各科教師會仿照補習社將試題分類，
又將筆記按等級分類，配合不同程度學生
的需要。

針對溫習動機稍弱的學生，該校老師會
充當「人肉鬧鐘」，透過手機定時提醒學
生溫書，培養他們溫書習慣。通識科老師
則伴隨學生「晨讀」和「夜讀」，即場解
決答學生的問題。

民陣元旦「倒梁」警為安全禁街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組

織「民陣」於元旦日發起「倒梁」遊行，要
求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民陣昨日在記者會
上聲稱，與警方開會時，對方表示會禁止各
參與團體沿路設置街站，並表明會嚴厲執
法；對有支持梁振英團體於同日在政府總部
集會，民陣表示會呼籲參與者避免衝突。警
方昨發聲明回應當日遊行安排時強調，有關
做法和安排是基於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
考慮，絕非打壓任何團體。

警方昨日發聲明回應報章就元旦遊行的報
道，強調早前發出的新聞公報指出，已就在
明年元旦日於港島區舉行的7個公眾活動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基於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
的考慮，在有關的公眾活動施加了若干的條

件，包括要求5個有關主辦單位須盡力協助警
方，確保參加者的籌款活動、販賣活動或其
他宣傳活動的攤位，不會設置於遊行路線上
及不會對遊行隊伍前進造成不合理的阻礙。

警方於聲明中表明，是根據過往經驗，認
為籌款活動、販賣活動或其他宣傳活動的攤
位，會對遊行隊伍前進造成嚴重阻礙，故有
關條件是基於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考
慮，絕非打壓任何團體。

「民陣」料5萬人參加遊行
已經習慣性就遊行人數「車大炮」的「民

陣」，預計元旦有5萬人參加，但由於維園正
舉行工展會，若人數超出預算，會考慮提早
出發。

老師聖誕「陪讀」手機提學生溫書

■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

鑌(右)建

議，醫院內

部調配一名

至 兩 名 醫

生，增設急

症室深宵門

診服務。

莫雪芝 攝

■中大法律學院學生奪冠。歐陽文倩 攝

輔導少年免學壞 QK部落惠萬人

■名為「QK部落」的青少年健康資源中心。 馮晉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