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多點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是一項由聯合國支持、聯合國教
育科學文化組織負責執行的國際
公約建制，以保存對全世界人類
都具有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
化處所為目的。世界遺產分為自然
遺產、文化遺產和複合遺產三大類。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
非政府組織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協力組織，參與世界遺產的甄選、管理
與保護工作。

■■世界遺產雲南紅河哈尼梯田世界遺產雲南紅河哈尼梯田
吸引八方遊客吸引八方遊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中國式「申遺」已持續30餘年，「申遺」不但需要

投入巨資，亦出現了旅遊人數猛增，自然及文化資源過
度開發，疏於保護、管理等種種問題，申報「世界遺產
的目的是保護還是開發」亦始終是話題的焦點……2013
年6月，紅河哈尼梯田的「申遺」成功，隨之帶來的
「梯田遊」迅速升溫，相對於「申遺」成功之前，旅遊
人數增加了60%。
■節自《滇委員：「申遺」瘋狂世遺遭殃》，香港

《文匯報》，2015-02-01

持份者觀點
1.雲南省政協委員、昆明理工大學教師陳克利：中國式「申遺」背後的確存在重

申報、輕保護、重開發、輕管理的問題，世界文化遺產地也越來越商業化。
2.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楊福泉：目前中國式申遺的確存在「一窩蜂上」的現象，但
這是可以由國家進行頂層設計，慎重地排序和遴選，是可控制的。
3.瑞合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殷瑋荃：近年來各地扎堆申遺、盲目申遺、甚至
「傾家蕩產」去「申遺」的現象已經違背了「申遺」的初衷，是很可怕的事。
4.百成堂集團主席李應：只為「申遺」而「申遺」的作風確不可長……如果是刻意花費
大量金錢打造景區，又缺乏景區整體旅遊規劃及配套，這無疑是勞民傷財，鏡花水月。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世界遺產分為哪三大類？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成功「申遺」後，對當地產生甚麼影響。
3.有人認為，「申報世界遺產的目的是保護文化遺產、自然景區，所以應越多越好。」你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萬里長城遊人萬里長城遊人
如織如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1月29日下午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同法國總理瓦爾斯舉行會
談。雙方一致同意推動中法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邁進更加緊密持久的新時代。會談
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了能源、航天、電
力、環保等領域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節自《李克強：中法要做大做強核能

合作》，香港《文匯報》，2015-01-30

持份者觀點
1.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雙方要繼續做大做
強核能、航空航天、高鐵等傳統領域合
作，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2.法國總理瓦爾斯：歡迎中國企業赴法投
資，將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機制性保障。
3.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部主任
崔洪建：整個歐洲在QE（量化寬鬆政
策）之後的對華政策已轉向經濟合作重

頭戲。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中法將於哪些領域進行
雙邊合作。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歐洲對華政
策轉變的原因？解釋你的答案。

3. 試從兩個角度分析，中法經貿合作將為
兩國帶來甚麼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中學文憑試不經不覺已完成了三屆，教育局亦隨之
而作出各科的中期檢討建議。無可避免地，在政治氣
氛熾熱的環境下，通識科又自然成為了焦點。

修訂踏前一大步
是次修訂主要包括完全刪減一些過於艱澀的課程內容，如「政治全球

化」及「科學和科技研究成果如何受到尊重和保護」的相關議題是學生
於日常生活中較難接觸的，所需的知識中背景亦較闊較深，學生一直也
難以掌握。通識科一直被詬病課程既闊且廣，刪減部分課題有助節省課
時，讓師生有空間深入討論其他的議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有關的刪
減內容僅佔整體課程的很少百分比，惟考慮到不同持份者對刪減哪些議
題或會有不同的意見，這次修訂仍帶領通識科踏前了一大步。

另外，是次建議亦將一些「探究問題」及「說明」訂得更聚焦及具
體，亦嘗試對課程重複的部分作出統整，如改寫現代中國「家庭觀念和
功能」的部分等，確能收精簡學習內容之效。而由於最近政治氛圍的關
係，單元一「影響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因素」相關內容被刪除就帶來
很大的爭議，甚至有人質疑此修訂帶有政治動機。
但這只或許是時間上的吻合，因為這次中期檢討的討論早在佔領運動

之初經已展開，甚至已接近進入公開諮詢的階段，大概沒有任何政治上
的考慮因素。而且，這部分一直在單元二主題二的課題亦有涉及，兩者
內容確實有點重複，大抵不少老師早已刪去這重複的教學內容。

焦點放回課程本身
對於通識科這以議題為基礎作教學方法的科目而言，其實這次的修訂

並不影響老師在課堂上教授青少年參與一些社會政治運動的議題，如
「青少年參與七一遊行」就定必牽涉青少年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因素；
而建議方案亦明確在單元二「政府與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中加入「青
少年」一項，所以請各位不用將相關修訂想得過於政治化，否則只會使
通識科不斷與各政治事件掛鈎。政治化的討論容易給予部分社會人士口
實，令通識科的課程檢討未能將焦點放在六個單元的課程本身，難以回
歸專業的討論。在此，也懇請教育當局避免因任何政治壓力去處理課程
的改革，而須從實際的教學得着考慮如何增減課程內容。
繼之前獨立專題探究的修訂後，是次中期檢討主要着墨於課程內容的

改動，而其實在通識科的考評上，仍有不少值得我們探究的部分，例如
過於着重語文的書寫能力、卷別的時間分配等，也希望當局能就着相關
議題繼續進行修訂吧。

專業檢討 勿把通識政治化
■林子斌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文書、孔聖堂中學老師（考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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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環境保護部於2月3日發布2014年京津冀、長三角、

珠三角區域和直轄市、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共74個城
市空氣質量狀況，其中66個城市污染物濃度超標……環
保部指出，目前中國大氣污染形勢依然嚴峻。首先，三
大重點區域仍是空氣污染相對較重區域。二是複合型污
染特徵突出。傳統的煤煙型污染、汽車尾氣污染與二次
污染相互疊加，部分城市不僅PM2.5和PM10超標，臭
氧（O3）污染也日益凸顯。三是重污染天氣尚未得到有

效遏制。
■節自《空氣污染前十河北仍佔7席》，香港《文匯

報》，2015-02-03

持份者觀點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要有效治理霧
霾，須摸清PM2.5的污染源頭，建立「污染清
單」，理順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實現真實的靜
態和動態雙重監測數據共享，同時形成社會
倒逼機制，將治霾落到實處。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有多少個城市的
污染物濃度超標？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目前中
國大氣污染的形勢？分3方面簡要
說明。

3.你認為除了建立「污染清單」外，
還可以採取何種措施治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核能合作核能合作 做大做強做大做強

未成年未成年「「放蛇放蛇」」購酒購酒 逾四成買到逾四成買到
新聞撮要
有調查發現，16%受訪者在12歲或之

前曾經飲酒。調查團體亦派出兩名未成
年人士於沙田區「放蛇」，發現未成年
人士購買酒精飲品的成功率逾四成……
調查又發現，43%受訪者曾見過青少年
在便利店和超巿順利買酒……世衛
《2014年酒精與健康全球狀況報告》指
出，全球因酒精相關危害死亡的人數由
2011 年 250 萬人，增至 2012 年 330 萬
人。在20歲至39歲的組別中，約25%的

死亡個案均由酒精導致。
■節自《未成年買酒易 幫襯OK必

OK》，香港《文匯報》，2015-02-03

持份者觀點
沙田區區議員龐愛蘭：「放蛇」行動

反映許多商號均把關不足，使未成年人
士能夠輕易在大型連鎖超市及便利店購
得酒精飲料。對於兩名分別12歲及16歲
少女，兩人成功買酒的比率竟然相若，
我感到相當驚訝，16歲有可能被誤認為

18歲，但12歲明顯有一段差距，竟然無
人查問其年齡。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有多少受訪者18歲前已
初嘗飲酒滋味？

2. 你認為未成年人士能夠輕易在大型連鎖
超市及便利店購得酒精飲料的原因。

3. 你認為當局應該採取何種措施，降低未
成年人士購買酒精飲品的成功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全球化

新聞撮要
有自稱「香港蘇文大學」的機構，
用開網站、偷相，加後製技術扮成香
港院校，於淘寶網叫價近千元人民幣
賣不同學歷的證書圖利。中大、港
大、海港城和國際金融中心(IFC)等慘
遭改圖「借景」，連中大校長沈祖堯
亦「被代言」……網站放上中大校長
沈祖堯與學生的合照，配以「藝術成
就你我」的文字宣傳；又修改前特首
曾蔭權出席教育活動時的相片，把布
景板的香港教育學院校徽，改成「香
港蘇文大學」的…………教育局提醒
巿民，「香港蘇文大學」並非註冊學
校。
■節自《假大學「偷相」 淘寶售證

書》，香港《文匯報》，2015-02-03

持份者觀點
1.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雖
然這些招數騙不倒香港人，但相信內地
部分中小企或會因此受騙，長遠或會影
響別人對香港院校的信心。他認為，政
府對於這種招搖撞騙行為，尤其是牽涉

政府資助的大學，須嚴正處理事件，嚴
懲犯事者，以免讓這些欺詐事件影響香
港院校的聲譽。
2.香港理工大學：如確定任何學歷資格
與所填資料不符，申請人的入學資格將
被取消，並保留向警方舉報的權利。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試列舉「香港蘇文大學」的
造假手法。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該事件對中
大聲譽有何影響？解釋你的答案。

3.你認為教育局可以採取哪些措施，杜絕
同類事件再度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蘇文大學蘇文大學VSVS中文大學中文大學 誰是李鬼誰是李鬼？？

治霾路漫漫治霾路漫漫 形勢仍嚴峻形勢仍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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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文大學」於淘寶網售賣證
書。 網上截圖

■■河北省石家莊市民因為嚴重的河北省石家莊市民因為嚴重的
霧霾紛紛戴起了口罩霧霾紛紛戴起了口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國家衛生計生委等14個部門近

期聯合下發《關於加強打擊防控
採血鑒定胎兒性別行為的通知》，
嚴查境外胎兒性別鑒定地下產業鏈，
叫停猖獗一時的「寄血驗子」。然
而，兜售這項業務的中介在內地依舊非
常活躍，僅深圳羅湖海關，在近半年內就
截獲339管孕婦人體血液，以及一批已由
受測者簽字同意的「同意檢測書」。
■節自《寄血驗子猖獗羅湖截339例》，

香港《文匯報》，2015-02-05

持份者觀點
1.中介：內地原本不知道香港有鑒定胎兒性別的檢
測項目，完全是中介推介出去的……廣東很多家庭的
夢想是一兒一女，湊一個好字。

2.羅湖海關負責人：我們會聯合檢驗檢疫及公安部門，
持續加大對血液帶出境的檢查。同時對於舉報此類案件

核實的，將一次性給予5,000元人民幣獎勵。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內地人為何選擇在香港鑒定胎兒性別。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胎兒性別鑒定對中國出生人
口性別產生甚麼不良影響？

3.你認為內地將採取何種措施打擊「寄血驗子」？解釋你
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寄血驗子寄血驗子」」漸猖獗漸猖獗公共衛生

■母血篩
選報告。
資料圖片

瘋狂的瘋狂的中國式中國式「「申遺申遺」」

■■晨霧中的山村梯
晨霧中的山村梯

田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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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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