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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母逼母逼婚婚 兒兒「「潛水潛水」」

新聞撮要
文化部新聞信息處

相關負責人1月16日
確認，今年文化部春
節晚會已停辦。和文
化部春節晚會一起暫
停的還有公安部春節
晚會、民政部與解放
軍總政治部共同主辦
的雙擁晚會，如此一
來，央視春晚將成為
馬年除夕唯一的晚會「大菜」……為倡導熒屏節儉之風，去年8月，中宣
部等五部門下發《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今年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央視以及各大衛視的跨年、元旦、春節晚會進
行嚴格把控，同一時間不能出現超過三台晚會。
■節自《春節四大晚會停辦三台》，香港《文匯報》，2014-01-17

持份者觀點
1. 北京演藝集團副總、知名劇評人李龍吟：央視春晚在顧及老百姓口
味的思路下，難免媚俗。可是文化部春晚則一直以追求藝術質量，展示
國家藝術水平而受到想欣賞藝術晚會的人歡迎。
2. 中央電視台有關負責人：央視將繼續辦好以《春節聯歡晚會》為代

表的自主創辦品牌晚會，杜絕過度使用聲光特效、舞台布景等，不搞異
地分會場晚會，減少大明星，並邀請更多基層群眾，打造真正的群眾大
舞台。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文化部等部門停辦春晚的因由。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從3個角度，歸納春晚對內地社會的意義。
3. 有人說：「近年內地部分春晚越辦越鋪張，不符合國家主席習近平提
倡的原則。」試評論這個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富國延退休紓勞荒富國延退休紓勞荒
新聞撮要
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陸續步入退休
年齡，年長員工紛紛退休，使各國勞動人
口嚴重流失，而年輕人只看重大學「沙
紙」，輕視技術性工種，使這些行業面臨
勞動力青黃不接的危機。為解決勞動力不
足的問題，發達國家均各出奇謀，除推遲
法定退休年齡外，亦極力吸引外來移民及
留學生……以新加坡為例，去年發表的人
口政策白皮書，訂立每年輸入1.5萬至2.5
萬名新移民的目標；德國政
府計劃放寬「雙國籍制」，
希望吸引更多外籍人士移居
當地。
■節自《發達國延退休年

齡「止血」》，香港《文匯
報》，2014-01-20

持份者觀點
愛爾蘭科克大學生物化

學名譽教授雷維爾：歐洲
正步上「人口自殺」之
路，各國須盡快正視，否
則後果堪虞。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全球多國推遲法
定退休年齡的主因。

2. 在吸引新移民措施、雙國籍制和推遲法
定退休年齡3項選擇中，哪一項最能解
決上題所述主因所反映的問題？解釋你
的答案。

3. 試評論「歐洲正步上『人口自殺』之
路」這個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全球化

新聞撮要
由1月24日起，內地與香港家禽養殖

場及文錦渡的檢查站，會同步對供港活
雞引入針對H7N9的血清測試，每批雞
隻會抽取20個樣本，若發現有雞隻對血
清測試呈陽性，會再加強H7快速基因
測試，若兩項測試均呈陽性，會將該批
次的雞隻銷毀，以及暫停本港批發市場
的運作。
■節自《引入H7N9血清測試 活雞

恢復供港》，香港《文匯報》，
2014-01-18

持份者觀點
1. 港大微生物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引入H7N9血清測試）很重要，因為
證實家禽對病毒有抗體，即顯示出產這
批家禽的農場受感染，要找出源頭處理
妥當後，才批准相關農場恢復輸入活雞
來港。

2. 廣東省衛計委主任陳元勝：從去年
起，廣東對每批供港活雞都進行檢驗檢
測，到目前為止，粵供港活雞都還沒有
發現有攜帶H7N9基因的情況。同時，
粵所有的供港雞都是根據粵港雙方協議
的檢驗檢疫方式進行檢測的。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兩地將推
行哪些針對 H7N9 的措
施。

2. 承上題，有關措施在多大
程度上能防止H7N9在港
傳播？解釋你的答案。

3. 若推出題1所述措施後，
若內地繼續發生H7N9感
染個案，香港需要停止從
內地輸入活禽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今日香港

旅客料旅客料破億破億 港仍撐得起港仍撐得起
新聞撮要
港府發表《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預計每年訪港

旅客人次由去年5,430萬，增至2017年逾7,000萬，2023年更突破1
億。除酒店將供不應求外，本港2017年的口岸、交通、景點等承載
力仍能應付旅客……內地旅客比例亦由2003年的54%，上升至去年
75%，錄得4,075萬人次，當中67%屬「個人遊」旅客。2012年，
「個人遊」旅客直接為本港帶來261億元收益。
■節自《2023遊客破億 港有備 頂得順》，香港《文匯報》，

2014-01-18

「個人遊」計劃（Individual Visit Scheme）：在《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下，「個人遊」計劃自

2003年7月28日起在4個廣東省城市（東莞、中山、江門、佛山）
推行。透過「個人遊」計劃，內地居民可以個人身份訪港。計劃自
推出後不斷擴展，現已在內地49個城市推行。

持份者觀點
1. 港府：不應為旅客人次設上限，但暫不會增加「個人

遊」及「一簽多行」城市，並循提升接待能力、吸引高增值
客群來港，及分流旅遊旺區旅客 3方面，促進旅遊業的長遠
及穩定發展。
2.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港府不應單以旅客人數
增長來衡量酒店房間是否足夠，因現時來港旅客中只有48%會過
夜，反而應在興建酒店撥地上拆牆鬆綁，重點在付諸實行時有政策
及法例的配合。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隨着訪港旅客逐漸增加，指出香港將
面對甚麼問題。

2. 參考上文，分析港府將採取何種措施來應對越來
越多的遊客？試提出兩項並加以討論。

3.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本港旅客客源過分集中，
必須『分散投資』，才能促進旅遊業的可持續發
展」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澳洲墨爾本當地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報紙《墨爾本日
報》以罕見方式日前在頭版刊出整版廣告，一名中國媽
媽以不逼婚為條件，勸兒子回家過年……兒子在墨爾本
留學畢業後，留在當地繼續工作。這幾年，家裡一直催
他回國找女友結婚，兒子倍感焦慮，到了今年，這個話
題再度被反覆提起。結果，兒子躲起來，中國大媽無法
聯繫到他，只希望兒子能看到廣告，能感知父母的心
思……「每逢佳節被逼婚」，從20出頭到30來歲的年
輕人都在默默承受這種壓力。
■節自《大媽棄逼婚 登報喚子回家過年》，香港

《文匯報》，2014-01-17

持份者觀點
網友：中國大媽澳洲整版登報稱不再逼婚，真情喚兒
回家過年……我也要玩消失，逼婚太可怕了。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中國媽媽在《墨爾本日報》頭版刊登
廣告的原因。

2. 承上題，這種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上一輩與新一代
的價值觀矛盾？解釋你的答案。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個傳
統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文化部停春晚
現代中國

■有內地年輕人因逃避「男大當婚」而留澳洲，拒絕回國與
家人過年，以免被逼婚。 資料圖片

公共衛生 血清測H7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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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工程難以解決北京嚴重缺水的現狀。 資料圖片

知多點

■官文傑 前線通識科教師、通識教育科專業
發展學會會員

能源科技與環境

南水進京仍「渴」
新聞撮要
北京水務局副局長劉斌1月20日在兩會新聞發布會透
露一組驚人數字：北京人均水資源量約200立方米，今年
10月南水北調中線水即將進京，但北京每年新增人口約
50萬，面對巨大需求，每年10億立方米的南水北調水難
以解決北京嚴重缺水的現狀……北京屬資源型重度缺水
地區，屬內地111個特貧水城市之一，也是水庫存水量全
國下降最快的三大城市之一。
■節自《南水10月進京未解水荒》，香港《文匯

報》，2014-01-21

持份者觀點
北京水務局副局長劉斌：市民首先節約用水，提高環
保意識；其次，除加強水源地水質保護外，還應加強沿
線相關省市、輸水幹線的信息共享；第三，進一步改造
北京市內供水管網。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舉例描述北京的水資源現況。
2. 承上題，南水北調工程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善北京的水
資源現況？解釋你的答案。

3. 試從市民和政府兩個角度，各舉一項建議，以改善北
京的水資源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港府預料，至2023年，訪
港旅客將破億人大關。

資料圖片

■德國計劃放寬「雙國籍制」以紓緩因人口老化而可能出
現的勞荒。 資料圖片

■■春晚的大型表演讓內地春晚的大型表演讓內地
觀眾目不暇給觀眾目不暇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文錦渡檢查站會對供港活雞引入針對H7N9的血
清測試。圖為食環署職員抽驗供港活雞。

資料圖片

手上端着一個黑底鋪滿
白色小圖案的小匣子，在

小匣子的右上角貼上一張鮮黃色的小貼紙，
提及小匣子裡有100張寫上問題的卡片，內
容關於旅行、文化、生活甚至死亡。原來那
100條問題是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
ton）想出來的，特地用來與人交談時，打
開話匣子之用。各位對它的內容應充滿好奇
吧！其中一條是這樣的：
「如果你待在某一個城市，你會選擇入

住質素不佳的酒店，但吃一頓豐富的晚
餐；還是相反選入住一間挺好的酒店，但

吃垃圾食物充飢？」
好一個價值觀兩難的問題！大家也許不

明白為何找話題原來也大有一番學問，話
說回來，這個學年已踏入第二個學期，不
知有多少名幸運的準通識教育科教師能覓
得教職？新老師在教學上最難入手的是甚
麼？大概應是如何與同學建立互信關係。
有時同學上課時靜如深海，可能是他碰到
不明白的地方，不懂如何提問；也可能是
恥於下問，所以選擇沉默。其實，要了解
同學的問題，首先要打開話匣子，讓他們
樂於找你發問，從而促進師生關係。要成

功實不難，剛才提及的小匣子可作借鏡。

三方蒐問題素材 助打開話匣子
首要是準備問題，可參看考評局的網

頁，其中一個環節便是香港中學文憑專題
文章（http://www.hkeaa.edu.hk/tc/hkdse/
hkdse_feature_articles/），當中考評局評
核發展部高級經理盧家耀和考評局評核發
展部經理柯孫燦經常發表對考評的看法，
甚具參考價值。其次是參考資深老師的意
見，如科主任會為你們分享學習經驗。最
後，還有很多通識學會的主事老師會在學

會網站發表文章，這也是難得的素材。總
之，一切材料均要累積，但日後會成為新
老師的重要資產。
要準備100條問題，難嗎？信手拈來，

給大家參考一下：
問：閱卷員評卷時會否傾向中間落墨？
答：不會的，因為評卷員會先在評卷會議
中商討評分的共同準則，而且會在評改某
卷數後接受控制卷的監察。當然，助理試
卷主席也會覆核已評改的不同表現水平的
答卷，並觀察評卷員分數的標準，確保評
分恰當。況且，因為推行雙評卷員制，若

兩個評卷員的分數相差3分以上，會交由
第三名評卷員再批改。
問：閱報是讀好通識科的重要關鍵之一，
有何好方法可省時一些？
答：現時本港多份報章都附有通識教育
版，有時設有時事月結，剪存一下便省些
工夫。其次，多些利用搜尋器，如慧科便
是找議題的利器。
因此，一匣傍身，萬事不難。尚有數分

鐘下課，不妨拿出來叫同學抽卡發問，日
積月累，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亦會加強。
各位新老師會否參考這個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