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香港大學醫學院針對青少年的戒煙

熱線成立10周年，4月21日公布10年
來的參與者數據。熱線過去10年共接
獲超過7,000個電話查詢，截至今年1
月底，參加者的戒煙率為23.6%，接近
一半參加戒煙熱線的青少年年齡介乎
14歲至17歲，當中七成是全職學生，
男生佔七成半。超過八成參加者平均

每日吸食10支煙或以下，過半數人因
為健康理由渴望戒煙。
■節自《戒煙熱線求助少年逾八成日

吸 10 支》， 香 港《文 匯 報》，
2015-4-22

持份者觀點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政府關
注青少年吸煙的情況，認為開展青少

年戒煙工作非常重要，政府會不斷增
加資源，及以多管齊下及循序漸進的
方式減少本港煙民人口。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和戒煙熱線有關的各
項數據。

2.試解釋青少年為何吸煙和他們戒煙有
何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盛宴必備鮑參翅肚。但隨着環
保與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近年對社會的影響愈來愈
大，傳統文化亦開始受到衝擊，其中吃魚翅更是備受批

評。
傳統中國社會的喜慶壽宴，魚翅幾乎是「指定菜式」，不可或缺。宴

席缺了魚翅，或會被指寒酸、不夠大體，因此吃魚翅就成了身份的象
徵。然而，隨着漁民殘忍地獵鯊割鰭的事實被公開及廣傳後，人人動
容，也促成了環保人士發起護鯊行動，推動世人放棄吃魚翅。
有意見卻指對吃魚翅的杯葛行為，是對中國飲食文化的歧視云云。要

知道反對吃翅者的理據，並非針對任何一國的傳統文化，而是基於以下

考量。首先是維持生態平衡的考慮：濫捕鯊魚，已經對這個族群構成生
存威脅。當中某些魚鰭價值特別高的品種，更瀕臨絕種，或會破壞食物
鏈，嚴重影響海洋生態。我們難道想下一代只能從書本及電影中才可見
到鯊魚？其次是人道立場：部分漁民的獵鯊割鰭手法，血腥殘忍，尊重
生命這項普世價值，應該是和中華文化相容的。

無味無營養可揚棄
中華文化雖源遠流長，當中既有精華，也難免有糟粕。以吃魚翅作炫

耀、裝門面的工具，正是傳統飲食文化的糟粕，應該揚棄。魚翅絕非必
需品，不少食家亦指其本來無味道，營養價值亦不高，而且能輕易被其

他食品取代，更環保、健康的食品比比皆是。早在2012年，本港已有著
名的大酒店宣布不再提供魚翅菜式，之後亦有飲食集團提供無翅宴席菜
單。不過這股綠色飲宴之風，在本港仍未成氣候，希望日後會有更多人
支持。
涉及傳統與人道環保生衝突的類似個案，其實尚有日人之捕鯨捕豚、

英國貴族之獵狐，以及西班牙的鬥牛等，近年同樣受到國內外的輿論指
責。人類為了一己私慾，以傳統為名，對動物作出無必要的殘害，已受
到環保及關注動物權益人士的強烈譴責。基於輿論壓力，各國已經不得
不正視。再以傳統作幌子，繼續作出無必要的殘害動物的行為，必難敵
世界潮流大勢。

「無翅」無違中華文化 殘害動物非傳統
■劉尚威 佛教正覺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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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4月17日公布「香港兒童快
樂指數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少年兒童的整體快樂指數由
2013年的7.23分（10 分為滿），顯著下跌至2014 年的
6.74分，跌幅6.7%。這是該項調查自2012年開展以來，錄
得最低的指數數值。由於學童在各方面的指標均沒有改變
甚至有所改善，該中心主任何濼生指出，這或與「佔領」
行動及相關的政治爭議有關。
■節自《「佔」禍上心頭少年驟添愁》，香港《文匯

報》，2015-4-18

持份者觀點
1.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兒童的快樂指
數下跌或與「佔領」行動、相關的政治爭議及社會氛圍有
關，調查進行的日期正正就是「佔領」時期，對兒童產生
情緒影響並不出奇。
2. 兒科醫生葉柏強：有外國研究顯示，兒童會因社會的衝
突和罪案而感到不安和緊張。
3.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佔領」行動影響香港
社會氣氛，令各方都有情緒波動，但即使沒有「佔領」行
動，學童的壓力依然沉重，快樂指數不會有太大分別。
4. 中西區校長聯會副主席陳婉玲：不敢說學童較不快樂是
「佔領」行動所致，但當時整個香港社會，包括學生的情
緒也因是次事件受到影響。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是次調查的結
果。

2.承上題，指出各持份者對結果
的意見。

3.有人認為兒童不快樂和「佔
領」有關，你認同嗎？解
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最近剛被歐盟指控違反反壟

斷法的互聯網搜尋引擎巨擘
Google，4月21日起改變全球手機
版搜尋器的結果排序方
式，由以往與桌面版
一樣，改為根據手機瀏
覽網頁的困難程度排
列，意味沒有特別設立手
機版網頁的企業，在搜尋
結果的排位將大幅下跌，減
少潛在顧客瀏覽其網頁的機
會。此舉牽連甚廣，有網絡
專家甚至將這改變稱為「手機
浩劫」(Mobilegeddon)。
■節自《搜尋結果「手機話

事」 Google改出「手機浩劫」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5-4-21

持份者觀點
1. 澳洲小型企業議會執行董事斯特朗：部分企業貨品實
惠、網頁充實，顧客應有權利找到它們，認為新方案正正
反映Google的霸權。

2. Google：回應指顧客閱
讀的困難程度跟網頁內容
同樣重要，將協助各網站
改變。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Google
推出的新改變。

2.承上題，指出該改變引
發的爭議。

3. 你認為Google的做法
影響了公平競爭嗎？
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
記者戚鈺峰

戒煙熱線戒煙熱線1010年收逾年收逾77,,000000青少年查詢青少年查詢

貴州推環保官員問責貴州推環保官員問責

新聞撮要
貴州各級官員被套上了生態「緊箍

咒」。貴州省早前出台了《貴州省生
態環境損害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辦
法》和《貴州省林業生態紅線保護工
作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辦法》（簡
稱「兩個《問責辦法》」），率先在
內地明確對生態環境損害、森林資源
的發展和保護問題進行問責。涉事官
員輕則公開道歉，重則免職，或遭黨
紀處分，或循司法處理。

■節自《貴州保護生態推官員問責
制》，香港《文匯報》，2015-4-21

持份者觀點
1. 貴州省環保廳廳長熊德威：問責範
圍覆蓋到黨委和政府，明確消除了以
往只在行政系統問責、而同樣負有領
導責任和決策責任的黨委系統卻置身
事外的弊端。
2. 貴州省林業廳廳長金小麒：從去年9
月到今年3月全省摸排出的7千多宗林

業案件發現，有相當數量的案件是由
於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不作為和亂作
為引起的，這說明對失職、瀆職的領
導幹部必須加強問責。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早前貴州針對環境推
出的問責制。

2.就你所知，問責制有何好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據新華社報道，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4
月20日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四次會議進行三審。草案新增加規定，
劇毒、高毒農藥不得用於蔬菜、瓜果、
茶葉和中草藥材。據悉，劇毒、高毒農
藥對人畜和環境都有較大危害性，中國
對高毒農藥採取了嚴格管控措施，目前
高毒農藥使用量佔農藥使用總量的比重
不到3%，但仍有12種高毒農藥在大田
中使用。
■節自《食安法擬禁瓜果蔬菜用高毒

農藥》，香港《文匯報》，2015-4-21

持份者觀點
1.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建鴻達實業有限
公司董事長劉平建：農村污染必須管起
來，要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增加環保投
入，並明確農村環境污染監督主體。
2.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農科院小麥研
究所所長許為鋼：我國農藥使用量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2.5倍，目前一年使用175
萬噸左右的各種農藥，其中七成進入土
壤、空氣和水域中，只有三成直接作用
於目標生物體。
3.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當前應當加強
對劇毒、高毒農藥使用環節的管理，同
時加快有關替代產品的研發推廣。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該草案新增加的規定。
2.承上題及就你所知，現在中國的高毒農
藥使用情況為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內地食安法擬禁高毒農藥內地食安法擬禁高毒農藥

「「佔佔」」禍禍煩港童煩港童 快樂指數見新低快樂指數見新低

公共衛生

今日香港

能源科技與環境

GoogleGoogle改搜尋編碼改搜尋編碼 促企業增手機網頁促企業增手機網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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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間20日抵達伊斯蘭堡，對巴基斯

坦進行國事訪問。中國國家主席專機進入巴境內後，巴國
派出8架兩國聯合生產的梟龍戰機組成編隊全程護航。習
近平同巴基斯坦總理舉行會談，雙方一致決定將雙邊關係
定位提升為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兩國並簽署了一項
價值460億美元的投資合作協議，興建「中巴經濟走廊」

相關的道路、鐵路及管道。習近平21日在巴基斯坦國會發表演講。
■節自《中巴簽 460 億美元經濟走廊協議 》，香港《文匯報》，

2015-4-21

知多點
目前與中國建交的172個國家中， 54 個與中國確立了正式「夥伴關
係」，而「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就巴基斯坦一個，是最高夥伴關係。
「全天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時刻、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雙方都在政
治、經濟、安全等大大小小的國際事務中有緊密的關係。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主席習近平：建交以來，中巴建立了全天候友誼，開展了全方位合
作，給兩國人民帶來切實利益，促進了地區和平、穩定、發展。我希望通過
這次訪問，鞏固中巴傳統友誼，深化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中巴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充實中巴命運共同體內涵，為中國同周邊國家建設
命運共同體發揮示範作用。
2. 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中巴經濟走廊將使巴基斯坦成為南亞地區的經濟中
心，同時也為中國進入南亞、中亞、西亞、中東以及非洲地區建立一個更短
捷和更廉宜的通道。
3. 北京大學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中巴的友好關係對處理中國與周
邊國家的關係能起到示範作用。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習近平是次訪巴的成果。
2. 就你所知，中巴兩國繼續合作，會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何濼生（中）表示，兒童的快樂指數下
跌，或與去年「佔領」行動有關。葉柏強
（右）指出，有外國研究顯示兒童會因社
會衝突和罪案感到不安。 資料圖片

■廣州江南果菜批發市場銷毀含有高毒
農藥的不合格豇豆，嚴防不合格豇豆流
出市面。 資料圖片

■Google的新手機搜尋
排序方式不利沒有設立
手機網頁的企業，引起
很大反響。 資料圖片

「「全天候全天候」」夥伴夥伴
建百億經濟走廊

■■44月月2020日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基斯坦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基斯坦首
都伊斯蘭堡出席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和總理都伊斯蘭堡出席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和總理
謝里夫共同舉行的歡迎儀式謝里夫共同舉行的歡迎儀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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