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劉坤領）「在當前中國社
會轉型時期，導致觀念多
元，社會價值錯位甚至缺失
的情況時有發生。」全國政
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
院長侯欣一（見圖）對本報
表示，道德是一種自律行
為，不是短時期內能夠提高
的，美麗中國、美麗心靈的

建立依賴於全社會合理制度的完善，依賴於長期潤物細
無聲的教育，才能最終提高全民的整體素質。
侯欣一表示，以南京彭宇案為例，一個年輕人好心攙

扶老人卻成了被告，標誌 中國社會道德的下滑。近年
來，類似的道德缺失的事件以各種形式上演。

侯欣一說：「現代社會有很多制度不合理，不好的制
度會引導人說假話、辦錯事。比如，每當遭遇自然災
害，強迫捐款，並且規定捐款數額，處長捐400元，副
處長就只能捐300元；再比如，有的高校為了監督教
師，設立學生信息員，向學校報告教師的上課情況，這
種告密行為誤人子弟，缺失了尊師重道。」

形成正確主流意識
侯欣一表示，社會誠信也在降低，違背誠信的代價微

乎其微，即便「闖紅燈」這樣的小事也在助長不道德。
社會呼喚美麗心靈，必須建立合理的制度設計，輔以教
育的感化，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依賴於此。
談及長春殺嬰案嫌疑犯的量刑問題，侯欣一指出，在

法律上，自首情節屬於可以減輕處罰範疇，但該嫌疑人
犯有前科，也屬於法院加重處罰的考慮範疇。

改善物質同時 須防道德滑坡

■長春數千市民聚集在文化廣場，悼念遇害的男嬰小皓博。 網上圖片

■二月河表示，國民素質下降

比官場腐敗還可怕。 中新社

■張澤群表示，追求物質的同

時，心還需要信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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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昨日參與港澳聯組討論，

向委員提出5點希望，要求委員堅持「一國兩制」，

支持港澳特首依法履職及大膽開展工作，要確保愛

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在香港、澳門的長期執政。

事實上，「愛國者治港」是基本法的一項重要原

則。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的行政長

官必須愛國愛港，必須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

期執政。這是貫徹基本法的要求，是香港市民改善

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一個關鍵，也是中華民族復

興的一件大事。

特首梁振英全力展開施政，積極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但也遇到不少困難，特別是受到反對派的刁難和

狙擊。俞正聲指出，一個地方總要有一個政府，一個

政府總要有權威。香港沒有執政黨，只有支持特首的

團體和黨派。社會各界都應該認識到，支持特首並非

支持其個人，而是為了市民、香港及國家的利益

想。為了市民福祉和香港整體利益，此時更需要社會

各界團結一致、放下分歧，支持和維護特區政府權

威，支持特區政府放開手腳，大膽工作。

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這是俞正聲5點希

望中值得高度重視的一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核

心就是管治權之爭。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

平早在1984年就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港

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

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整部基本法的精神，都滲透

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基本法第43條規定，行

政長官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負責。特首和主要官

員就職的誓詞，是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

執政，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是香港和國家的利益

所在。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香港將會展開行

政長官普選方案的諮詢和討論。如何確保普選的行

政長官愛國愛港，是社會各界必須認真面對和思考

的問題。

值得警惕的是，有極少數人利用兩地交往出現的

一些摩擦和矛盾，刻意煽動仇視內地的情緒，甚至

舉起港英旗，鼓吹「港獨」。這是罔顧七百萬人福

祉，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香港與內

地雖然實施不同制度，但同屬一個國家，香港不能

成為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陣地和橋頭堡。香港

有人搞顛覆國家的活動，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人士

必須有鮮明的態度，不能任其發展下去，必須義不

容辭地向歪風邪氣說不，必須對反中亂港力量企圖

搶奪香港管治權的行為和部署提高警惕，確保愛國

愛港力量長期執政。 (相關新聞刊A5版)

馬頭圍道3年前塌樓慘劇奪去4人生命，

涉案「偉榮建造裝飾公司」承建商現年77

歲老翁朱偉榮因違反《建築物條例》，昨被

判罰款1萬元。判頭在缺乏專家檢查和安全

措施下冒險施工，被判罰款可警戒其他工

程人員提高安全意識。然而，處罰判頭卻

未能解決樓宇施工安全的監管問題。事實

上，屋宇署在事故中巡查不嚴，未有履行

部門職責及早防範塌樓發生，負有最大責

任，應該問責。當局須汲取教訓，嚴格規

管維修工程，提高業主樓宇安全意識，防

範官僚草率成為監管漏洞。

判頭承接工程前有責任了解樓宇背景和

施工條件，在缺乏事前準備下冒險施工，

未有提供足夠安全措施，最終判罰承擔責

任，可警惕其他判頭提高工程安全意識。

但是，今次判罰只針對承建判頭，但塌樓

事故起因涉及政府人員驗樓、業主維修意

識和行業工程規範等問題。涉事樓宇早已

日久失修，隨時倒塌，應該封樓。塌樓前

朱偉榮和個別業主曾分別向屋宇署反映樓

宇異狀，屋宇署職員雖曾實地視察，但反

指樓宇仍然安全穩固，並未提出警告深入

調查，最終亦只向樓宇業主多次發出修葺

令，不但沒有認真轉介結構工程師跟進，

而且給予錯誤訊息，令判頭和業主誤信樓

宇仍然安全。死因庭當年提交報告時已指

出，2名事前曾視察樓宇的屋宇署測量師，

只憑目測，做事馬虎，流水作業，作出錯

誤決定。屋宇署是專責本港樓宇維修安全

的部門，應負更大責任監管樓宇工程情

況，市區出現危樓卻未有及時處理，避免

塌樓慘劇發生，難辭其咎。

事故發生至今3年，本港仍有約4千座50

年樓齡以上舊樓，樓宇失修問題仍然存

在。事故中唯一個案已完成判決，當局應

汲取教訓，嚴肅追究相關公職人員責任，

檢討樓宇檢驗程序，加強危機意識，確保

部門巡查樓宇符合專業操守，防範官僚草

率、敷衍塞責行為成為監管漏洞。今後仍

需密切留意建築工程對舊樓的影響，加強

監管力度，進一步改善建造和維修的質

素，同時盡快完善檢驗危樓機制，修訂相

關法例，切實監管修葺進度，履行監管樓

宇職責，避免悲劇重演。

(相關新聞刊A26版)

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 判頭應被罰 屋署須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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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中國呼喚美麗心靈
盜車殺嬰慘案震動兩會 引發社會道德建設熱議

提高全民素質 還靠長期教育 專家：自首仍可判死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鵬飛）長

春的小皓博，來到世上才兩個月，就被活

生生掐死、掩於雪地。佛山的小悅悅遭遇

車禍，在18個路人無動於衷的冷漠裡，孤

寂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還有深圳梅林的那

個跌倒之後無人肯扶，不幸窒息而亡的老

人；畢節那5個孩子；開封那個活剝母親

的大學生；葬身河南蘭考大火的那7個孤

兒⋯⋯

小悅悅的黯然逝去，曾觸動良知的底

線，可很快，她蔓延在冰冷街道上的血

跡，卻被淡忘和洗涮得不留痕跡。如今，

小皓博慘死所激起的反思，或許在下一個

慘劇未發生之前，還會持續一陣。

當然，正義必定戰勝邪惡，罪犯終將伏

法。可如何讓泯滅的良心回歸正途，如何

讓冷漠不再是一種習慣，讓健忘遠離我們民族，

還需要一段很長的路。

網絡上有一句話：你所站立的那個地方，正是

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

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今天，我想說，你若美麗，中國便美麗。

你
若
美
麗

中
國
便
美
麗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導組 劉蕊、

軼瑋）長春市5日發生嬰兒被人連車盜

走更遭活活掐死的消息，讓正在北京參

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感到震驚痛

心，一個剛剛來到這個世上不足兩個月

的幼小生命，還來不及綻放就已凋零，

這宗令人髮指的案件撼動 每一個人的

心靈。代表委員們疾呼：經濟發展，物

質豐裕，不應伴隨道德淪喪，人性泯

滅。人們建設美麗中國，更呼喚美麗心

靈。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聽聞盜車
殺嬰案後，眼裡充滿了淚水。他說，現

在這種醜陋的事情太多，「我們祖國本來就是
美麗的—山美、水美，但如果人不美，整個
社會仍然給人一種不美的感覺。」他說，中國
文化本身存在一些落後的、愚昧的甚至是醜惡
的東西，再加上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西方一
些極端的自私的文化理念隨 商品經濟的開放
流入中國，造成了國民素質下降。

二月河：「盜亦有道」現已不講

二月河感歎一些人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線：
「過去還講盜亦有道，鰥寡孤獨不盜，可如今
什麼都不講了。」他呼籲，要消除這種醜惡的
現狀，需要全民共同努力，「這是我們每個公
民共有的責任。」
在二月河看來，這些年社會總提「文化產

業」，把文化當做產業來發展，其實就是用文
化掙錢，而沒有把精力放在大眾的素質教育
上。「國民素質的下降是民眾化的腐敗，甚至
比官場腐敗還可怕。」
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央視主持人張澤群

對這宗盜車殺嬰案非常氣憤：「你怎麼能夠無
視生命呢？！」他指出，美麗中國除了要有一
個美麗的城市之外，最重要的是美麗心靈。
「美麗中國建設應該從心開始。政府應該在這
一方面多多倡導。在追求物質富裕的路上，我
們的心需要信仰作為火炬，需要榜樣的力量來
引導我們。」

嚴琦：制度教育須雙管齊下

來自共青團界別組的全國政協委員嚴琦指
出，當前社會道德水準有下滑趨勢，國人精神
信仰混亂，普遍存在信仰缺失帶來的困惑與迷
茫，導致自律力和判斷力削弱，道德準繩和善
惡標準亦模糊不清。嚴琦認為，要扭轉這一趨
勢，必須堅持法制建設與理想、信念、信仰教
育雙管齊下，並在全社會廣泛加強社會公德教
育。
「加強對道德建設的法律規範，是重塑信仰

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只是外因。如果只有制
度而無信仰，忽視了人在制度面前的逐利本能
的話，制度會被利益裹脅和架空，淪為一紙空
文。」嚴琦強調，制度建設必須與理想、信
念、信仰教育雙管齊下，相輔相成，讓信仰成
為深植內心的崇高準則和不可逾越的底線，才
能令正確的思想觀念，道德要求，成為民眾明
辨是非、對錯、美醜、善惡的依據。嚴琦重
申，只有這樣，才不會因為為了一點錢，為了
混飯吃等一時的利益，不惜做出違法且違背道
德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

周喜軍涉嫌盜車兼殺嬰案引起全國關注，
網友們紛紛對其痛加譴責，認為周喜軍應
判死刑者佔壓倒性多數，個別言辭激烈者
更認為應將其「千刀萬剮」。有內地法律
界人士指出，雖然周喜軍有自首情節，但
因其情節惡劣兼民憤極大，仍有可能被判
死刑。

有細心網友發現，美國不久前也曾發生「偷車賊遭遇嬰
兒」案件，但結果迥然不同，令人倍感唏噓。據《紐約時
報》報道，一個月前，一對美國年輕情侶的吉普車失竊，
車後座上有剛滿8個月的女嬰。警察接到報案40分鐘後，
報警中心接到另一個報警電話，因而找到了車和女嬰。據
警察推測，嫌犯應該是在偷車後發現後座有個嬰兒，也許
出於不忍心，就主動報警後棄車逃跑。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趙鵬飛）長春竊車殺嬰
嫌犯的自首，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此事件的強烈反應。
有受訪者告訴記者，中央倡導要建設美麗中國，其實，
只有人的心靈美麗了，才會有中國的美麗。
在廣州做公務員的林先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說，慘案發生之後第一感覺是特別震驚。「無論多麼
冷酷的人，都無法想像，會對一個嬰兒這麼殘忍。」

當代教育過分重視技能

林先生告訴記者，他是去年做的父親，推己及人，他
特別能理解受害嬰兒父母此刻的心情。「但是當我冷靜
下來之後，才覺得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最近幾年
來，從大學生藥家鑫殺人案，到佛山小悅悅，再到這次
長春殺嬰，每一次慘案發生時，旁觀的人除了惋惜和譴
責，似乎從來都不會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每一次悲劇過
後人心一切照舊。」

林先生說，現在國家倡導要建設美麗中國，在他看
來，並非只是要保護好生態，建設好城市，更為重要的
是國人素質和修養的全面提升。只有這個國家的公民心
靈美，中國才會真正美麗起來。」
在西安從事室內設計的李小姐，一開始就非常關注網

絡上關於長春竊車丟嬰兒事件。「我有個親戚曾經丟了
孩子，過去好幾年都沒有找到，孩子的父母簡直都要崩
潰了，到現在都無法正常上班。」李小姐說，正是如
此，每次看到微博上關於丟失孩子的新聞她都特別留
意。但是令她難受的是，孩子居然就這樣慘遭毒手。
「就是把那個殺害孩子的人千刀萬剮，又能如何呢？

永遠無法消除父母心中伴隨一生的傷痛。」李小姐說，
改革開放之後，物質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和
人之間的隔閡卻越來越多，原因就是道德滑坡人心不
古。「現在的教育只是教人如何掌握更多的技能，背離
了教書育人的根本，是要先教會孩子如何做個好人。」 ■小皓博的母親由於悲痛過度暈倒，被送進醫院。 網上圖片

■盜車殺嬰疑

犯周喜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