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東深供水工程從1965年3月運行至今

已整整50年。回顧這一運轉半世紀的工
程，它的主管單位—廣東粵港供水有限
公司董事長徐葉琴感慨：「東深工程是
中央對香港的厚愛。即便深圳、東莞缺
水，我們也要保證香港每年的供水量分
毫不少。」面對有港人質疑大量花錢買
的食水被政府排入大海，徐葉琴表示，
從2006年起供港食水就採取「彈性供
應」方式，2011年起更是「按月通知用
水量」，至今已有近10年未發生「供水
過剩」現象，「倒錢入海」、「浪費資
源」一說已是舊聞。

■節自《港按需取東江水非「倒錢入
海」》，香港《文匯報》，2015-2-28

持份者觀點
1. 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葉
琴：早在2006年，香港就和廣東省簽訂
「彈性供水」協議，根據協議，香港每
年向廣東支付一筆固定款額，從而獲得
每年最多11億立方米的供水量，但具體
供應量是根據香港的實際需要提供。
2. 廣東政協港區委員張均華：飲水當思
源，供港水的價值是難以用金錢來計算
的，不是有錢就能喝上。
3. 水務署發言人：「統包總額」方式既

可保證香港在出現百年一遇的旱情時，
仍有足夠食水供應；而在高集水量的年
份，亦可避免輸入過多東江水而浪費水
資源，同時亦可減省輸水費用，是一個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安排。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供港東江水的大概歷
史和現況。

2. 承上題，為什麼徐先生說已經沒有
「供水過剩」現象？

3. 有人認為「很多港人對東江水沒有感
恩之心」，你同意嗎？為什麼會這
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轉眼間中六同學的生涯已過了一半，有些學校可能
已經完成統一測驗，有人形容作戰已到攻堅階段，是

時候要全心溫習了。筆者今年擔任中六班主任，又教授三班中六，當中
由成績優秀到能力稍弱的都有，他們不同的學習情況值得筆者以面面觀
的形式記錄下來。
親力親為型：在電子報普及的社會，這些同學以最傳統的剪報方式收

集報紙，珍而重之地分類、劃下重點，甚至不同報章刊載的漫畫亦在收
藏之列，讓自己有更多機會分析事件。此外，筆記亦是他們自己設計
的，先是包括上課時的內容，然後再回家整理，最後以自己的說話表達
一次。如此溫習，效能肯定極高。
紙上談兵型：這些同學雖然知道有不少過往的試題可供練習，亦知道

在法定時間內完成題目的重要，但就是時機不對，希望在模擬試後才開
始發揮，認為自己最終一定能掌握重要概念和題目要求。筆者還在提示
他們快快開始，不要自視過高。
不求有功型：這些同學清楚知道入大學時不同科目的要求，他們因此

努力將大部分精力專注在相關的科目（如數學、英文），以便增加入學
機會。對他們來說，通識一定要合格，但不一定要很好成績。筆者理解
同學不一定要平均分配時間在各科，但讀書如射箭一樣，如果你要射中
靶心，你要稍稍瞄準高一點才是正道。
漁翁撒網型：這些同學甚有危機意識，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於是四出

找尋不同的方法幫助自己，包括到不同地方補習、購買一系列的坊間練
習，便可獲得好成績。筆者見他們如此認真對待科目，當然高興，但亦

提醒他們內容不一定越多越好，最後亦需下功夫整理所學，融會貫通，
更能事半功倍。
輸少當贏型：這些同學深知自己的弱點在哪裡，故集中火力不斷改

善，平日亦分配適當時間溫習和整理。他們的目標並非5**，而是在作答
時減少失分，希望平均地在各題爭取分數，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到最
好。
筆者在想，要考好公開試是否只有一種方法，就是留意新聞，運用概

念，勤練試題？筆者看看成績較好的同學，他們可能都有這些元素，但
又各自行出自己的路來，當中經過對自身強弱的認知，以及對課程內容
的理解。看來筆者未來找5**舊生回來分享心得，亦可考慮多找一兩個，
集各家之大成呢！

「條條大路通羅馬」 5類通識學生面面觀
■劉錦輝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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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2月
26日通過支持者在網上發布短片，顯示極端分子用大錘
和電鑽，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破壞大量亞述時代
的文物，猶如阿富汗塔利班2001年炸毀巴米揚大佛一
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博科娃表
示，文物屬伊拉克重要部分，形容事件是「文化清
洗」，國際社會必須懲罰此等戰爭罪行，要求安理會召
開緊急會議保護當地文物。
■節自《「伊斯蘭國」毀二千年文物》，香港《文匯

報》，2015-2-28

持份者觀點
1.伊拉克裔建築教授費特希：
有關行為屬「文化恐怖主
義」，損失之大令人難以置
信。
2.伊拉克裔考古學家蓋拉尼：

文物無價，是全球人類共同資產，如今傷心得不願再當
伊拉克人。
3. 「伊斯蘭國」一名蓄鬍男子：人們崇拜我身後這些東
西所象徵的偶像和神明，卻不崇拜真主阿拉。我們的先
知命令我們，要像他的門徒一樣把這些雕像統統摧毀。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被ISIL毀壞的文物和地點。
2. 就你所知，該國的文物保護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3. 你認為ISIL的行為有什麼問題？解釋你的答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新聞撮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會見英國劍橋公爵威廉王子。
習近平首先歡迎威廉王子訪華，請他
轉達對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誠摯問候
和良好祝願，表示期待年內應女王邀請
訪問英國，同英國領導人共同規劃中英關
係未來發展。此外，雙方還饒有興趣地談
及兩國體育交流。習近平表示，威廉王子十
分喜歡足球，中國願向包括英國在內的世界
強隊學習。
■節自《習近平會見威廉王子 期待年內訪
英》，香港《文匯報》，2015-3-3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主席習近平：中英兩國都是世界上有影響的
大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肩負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的重要責任。
2. 威廉王子：英中關係源遠流長。近年來，兩國經貿
關係迅猛發展，人文交流活躍，願為兩國友好合作，推
動兩國關係發展。

3. 英國第一位女駐華大使吳百納：英國與中國的關係現在
已經與英美之間長期特殊的關係「同等重要」了，現在中
國是崛起中的超級大國，英國顯然也需要跟中國搞好關
係。
4. 中國社科院歐洲問題專家趙俊傑：中歐關係現在還要找
新的發展動力，中英關係發展得好，將來會成為中歐關係
強有力的引擎之一。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威廉王子訪華的大概情況。
2. 承上題，各持份者認為是次訪華的目的為何？
3. 就你所知，英國皇室在中英關係中有着什麼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東江清水向港流東江清水向港流 彈性供應非倒落海彈性供應非倒落海

內地生疑學業困擾跳樓亡內地生疑學業困擾跳樓亡

新聞撮要
理工大學一名來自內地研究生，昨晨

疑因學業問題困擾，在理大位於紅磡紅
樂道的賽馬會樓宿舍墮樓身亡，警方事
後檢獲遺書，發現死者在遺書中向家人
交代債務，由於提及債務數目不多，債
主身份亦是其親屬及女友，警方相信事
主因學業問題困擾跳樓，並無可疑，將
事件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稍

後將安排驗屍確定死因。
■節自《穗生疑學業困擾理大宿舍墮

樓亡》，香港《文匯報》，2015-2-28

持份者觀點
1. 理大發言人：理大設有內地及國際學
生服務處，專責協助外地生適應香港的
生活和學習環境，同學如有任何需要，
可向宿舍導師及舍監，以及大學學生事

務處的輔導員尋求協助。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涉事人的身份和可能
的自殺原因。

2. 有人認為在港內地生受困擾特別多，
你同意嗎？

3. 承上題，你認為各大大專院校對內地
生的支援足夠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能源科技與環境

元朗元朗「「反水客反水客」」遊行擾民遊行擾民
今日香港

新聞撮要
美國和德國研究人員前日表示，在老

鼠身上的試驗顯示，中藥常見成分「漢
防己鹼」能阻止伊波拉病毒進入細胞，
能有效治療伊波拉。但有專家警告，
「漢防己鹼」的毒性仍有待研究，且未

必比研發中的伊波拉新藥更有效。
■節自《中藥成分或可治療伊波

拉》，香港《文匯報》，2015-2-28

持份者觀點
1. 領導研究的得州生物醫學研究所科學
家戴維：對該藥物前景「謹慎樂觀」，
下一步計劃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中測試
是否安全有效。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哪種中藥成分或能治
療伊波拉。

2. 承上題，你可以舉出中藥參與西藥研
發的其他例子嗎？

3. 你認為中藥和西藥的交流能如何促進
藥物行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中中藥藥「「防己防己」」成分或成分或可治伊波拉可治伊波拉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毀毀千年文物千年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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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熱血公民」成立於2012年2月，是目前香港反對派勢力中的最為激

進的組織，創辦人為黃毓民、黃洋達及其妻陳秀慧等。他們營運《熱血
時報》網站、網台、出版刊物，及在香港各處主辦及協辦多項「社運」
活動，大搞文宣工作，宣稱本土主義、聲言「勇武」行動，吸引了不少
「雙失」及無業遊民加入。

■中藥成分「漢防己鹼」或可治療伊波
拉。 資料圖片

■「伊斯蘭國」分子毀壞了大量
古老文物。 資料圖片

■■「「光復元朗光復元朗」」行動行動
的示威者與元朗居民的示威者與元朗居民
激烈衝突激烈衝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所謂所謂「「光復元朗光復元朗」，」，實為宣揚實為宣揚「「港獨港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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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一見報 新聞撮要
「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等多個激進反對派組織昨日以「光復元

朗」、反對水貨客為名，在元朗區內發起遊行，其間多次挑釁內地客及當區居
民，並帶備攻擊性武器，有預謀地滋擾店舖及衝出馬路，令區內秩序大亂，壽富
街一帶至少30間店舖需落閘關門，警方需多次施放胡椒噴劑控制場面，在事件中
至少拘捕33名示威者，年齡介乎13歲至74歲，另有5名警務人員受傷。
■節自《元朗滋事33人被捕5警傷》，香港《文匯報》，2015-2-2

持份者觀點
1. 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感到極度遺憾，是次行動對元朗區造成非常大的影
響，包括交通阻塞。示威者以挑釁方式遊行，以非常粗暴的手法表達訴求；而元
朗區市民做得非常好，並無以暴易暴及用潑屎等手段去對付示威者。
2. 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主席黃達光：警方執法非常好，元朗居民亦十分克制。
區內水貨客問題並不嚴重，居民亦歡迎旅客來購物，期望未來增加基建更方便市
民及旅客來臨購物。
3. 元朗居民梁先生：示威者高舉港英旗幟，並非「反水客」，而是「搞亂」香
港。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是次遊行的參與人士、地點、目的和影響。
2. 承上題，指出不同持份者對遊行的看法。
3. 有人認為「反水客」已經變質為鼓吹「港獨」，你同意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3 月 2 日，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
見英國劍橋公
爵威廉王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