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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一見報

4月25日尼泊爾發生7.8級大地震，造成數以千計傷亡。

地震發生後，各國紛紛派救援隊到尼泊爾參加救援工作。

由於時值登山旺季，地震引發雪崩導致大量登山客傷亡。

地震也導致山泥傾瀉，令偏遠地區交通中斷，增添救援難

度。除人命傷亡外，尼泊爾大量古蹟崩塌，有消息指，多

國已取消大量前往當地的旅遊團，預料將重創當地旅遊業和經濟。有國際

專家認為尼國建築防震水平不足，欠缺監管和規劃。

■節自《人禍巨災人命何價》，香港《文匯報》，2015-4-27

持份者觀點
1. 防災組織GeoHazards International：
尼泊爾發展欠缺規劃、監管不足，三分之二
建築結構未能滿足防震要求。
2.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專家艾爾
斯：尼泊爾政府近年已開始採取措施，減低
遇上地震時的損失，但進度緩慢。
3. 印度旅行社協會（IATO）主席戈亞爾：
多個旅行社已取消往尼泊爾的行程，估計牽
涉數千團，又稱地震對尼泊爾旅遊業打擊將
維持數月。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尼泊爾地震對當地造成

的影響。
2. 承上題，指出各持份者對地震影響的詮

釋。
3. 有評論認為，尼泊爾過度依靠全球化帶

來的旅遊收益，你是否同意此說？

知多點
尼泊爾位於喜馬拉雅山山脈區，處於印

度板塊的北端邊界，接連歐亞板塊，由於兩
塊板塊屬聚合性板塊邊界，因此每年均以4
厘米至5厘米的速度移近，今次地震便是印
度板塊向歐亞板塊擠壓逆衝釀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山崩寺塌 尼國旅業恐尼國旅業恐

■■尼泊爾大地震令該國文化尼泊爾大地震令該國文化、、經濟和人命受經濟和人命受
到極大打擊到極大打擊。。圖為首都加德滿都世界文化遺圖為首都加德滿都世界文化遺
產杜巴廣場在地震前後的景觀產杜巴廣場在地震前後的景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震震散散

新聞撮要
不少人對「眼中風」的認識不深，其
實「眼中風」與「腦中風」相似，患者
會在毫無徵兆下突然感到視力模糊，若
延誤診治，更會導致失明。「眼中風」
的高危因素主要為「三高」（高血壓、
高血脂和高血糖），隨着香港「三高」
人士數目不斷增加及年輕化，「眼中
風」病發率趨升。有眼科醫生提醒，市
民若突然感到視力模糊，應立即求診，
切勿掉以輕心。

■節自《忽然眼花或是「眼中
風」》，香港《文匯報》，2015-4-27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眼科醫學院︰從本港2011 年的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現居住在香港的40
歲以上人士有大約372萬人，那麼在未
來的10年內，將會有70,700個新的視網
膜靜脈栓塞病例（約每天20 個病例）。
2. 香港眼科醫學院院長周伯展︰香港人
口日益老化，預計「眼中風」患者數目

將呈上升趨勢。
3. 香港眼科學會會長李佑榮︰「眼中
風」的治療非常關鍵，不可遲疑，市民
突然感到視力模糊時，應立即向眼科專
科醫生求診。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眼中風」的症狀。
2.承上題，有什麼因素導致「眼中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我常常留意學生怎樣看待通識教育科，無論表現積
極還是消極，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多了解他

們的個性，有助改善自己的教學。

通識難死記 師宜多鼓勵
有部分學生對於學習通識教育科表現得相當無奈，這種無奈卻有別於

對學習其他科目或者對學習本身的厭倦。原因之一，是通識教育科有別
於傳統科目，學生不能夠依賴牢記硬知識換取成功感。高中生對此顯得
特別無奈，即使老師、甚至教育當局再三解釋通識教育科有助學生應付
大專的學習，可是一旦和考試成績掛鈎，當同學未能獲得持續的成功經
驗時，便很難提得起勁學習。即使能力較強的學生亦表示成績不容易維

持在一定水平，始終評核的課題和提問方式千變萬化，自信心很難建立
起來。
若這類學生佔了多數，老師應該由鼓勵開始，少對同學似是而非、甚

至無的放矢的答案過分苛責，反而盡量指出他們做到的，無論多麼微不
足道，也要加以肯定。道理看似簡單，但對於我這類吹毛求疵的老師而
言，學生更需要得到老師的認同。我正在改變自己的同時，也看到同學
的改善。

勿「走過頭」空談或矯枉過正
另有一類學生，他們喜歡思考，亦不怕與人辯論，通識老師一般也樂

意借助他們的活潑，帶動學習氣氛。可是這種性格頗容易走極端。一種

是為辯而辯，只屬口舌之爭，實在無助學習。如果論者罔顧事實證據，
又無法準確描述社會現狀，那只是紙上談兵。討論流於表面，交流也只
會停留在各自表述己見，有分析卻沒有知識，成了市井之談。
另一種走極端者，其實是筆者一位舊生。他很喜歡閱讀，只要是評論

時事的文章，不論觀點立場都照單全收，毫不「偏食」。看不懂的地
方，他會讀書自學，學得不亦樂乎。奇怪是他的成績卻不怎麼突出，原
來他認為通識教育科所要求學生回答的題目，絕大多數都是偽議題，為
了考試定出來的題目，是瞎子摸象，脫離現實。他說題目都過分簡化，
而且受片面的資料所限，光是分析資料，並不能準確地反映事實。他硬
要「全面地」分析而不跟從考試的遊戲規則，連題目和考試本身也批
判，倒過來反而是一種障礙。

思考，是考試的「考」？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 何嘉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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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黃大仙有「車房街」之稱的鳳凰新村一間車房4月26日
下午發生爆炸火警大災難，車房疑維修的士時突引發連環
猛烈爆炸及三級大火，至少釀成3死9傷，其間共疏散123
人，包括老人院長者99人。爆炸後現場有如廢墟，車房閣
樓及大廈樓梯俱告坍塌，附近數十個單位包括一間老人
院，以及路邊多輛汽車均遭不同程度波及損毀，大批消防
員花兩個多小時將火救熄。
■節自《「車房街」巨爆3死 鬧市淪廢墟》，香港《文

匯報》，2015-4-27

持份者觀點
1. 消防處九龍副消防總長江炳林︰涉事車房內有大量雜
物，包括汽車零件等，會逐一清理調查，目前暫未發
現易燃品，但在現場大廈則發現僭建物，會通知相關
部門跟進。
2. 居民林太︰環鳳街「車房林立」，不時傳出刺
鼻的酸性氣味，街坊曾聯署投訴亦無結果，認為
「出事是遲早的事」。
3.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法例要求
維修石油氣的士的引擎，即燃料供氣系統
時，即使有合格石油氣車維修技工，亦必
須在領有石油氣車維修場牌照的車房內
才可進行。

多角度思考
1.有居民曾多次投訴環鳳街過多車
房，你認為政府規管車房的措
施足夠嗎？

2.有專業人士指出修理石油氣
車有嚴格標準，你認為在
住宅區維修石油氣的士是
否恰當？■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陝西商南縣今年首場「廣場

問政」早前在該縣人民廣場拉開
序幕，通過「民考官」的方式，轉

變幹部作風，提升服務效能。新年首
場問政人氣爆棚，不僅有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縣直部門負責人等，更有
從十里八鄉趕來的群眾踴躍參與，現場

旁聽人數超過1,000人。據悉，今年「廣場
問政」不僅將在該縣實現「全覆蓋」，同
時還將在陝西全省全面推廣。

■節自《陝「廣場問政」倒逼官員作風轉
變》，香港《文匯報》，2015-4-28

持份者觀點
1. 市民梁懷智︰越來越感覺到「廣場問政」真的是把

幹部問怕了，現在到政府機關辦事，明顯比以前改善了
很多，特別是涉及群眾急事，辦起來非常快。
2. 商南縣縣長劉春茂︰問政重在整改和機制的建立，將引

入整改機制，加大整改力度，對結果檢查驗收，進一步提
高老百姓滿意度。
3. 商南縣委書記陸邦柱︰從實際效果看，這對幹部的健康
成長還是大有裨益的，迫使幹部少犯錯、不出問題。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陝西商南縣新實施的政策。
2.承上題，這個政策有什麼用處？
3.你認為香港應該效法商南縣實施類似政策嗎？試解釋你的
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三高三高」」易致易致「「眼中風眼中風」」

暑期工勿用暑期工勿用WhatsAppWhatsApp辭職辭職
新聞撮要
今屆文憑試所有筆試將於 5月初完

成，又是學生尋找暑期工的季節。近日
網上流傳有「90 後」以WhatsApp 辭
職，態度差劣，令人譁然。香港青年協
會提醒年輕人，辭職信屬於正規文件，
不應隨便以手機通訊程式來請辭。暑期
工也一樣，不要因只是短期工作而掉以
輕心；而離職與見工一樣，同樣需要禮
貌。

■節自《青協「教路」：暑期工勿用

WhatsApp辭職》，香港《文匯報》，
2015-4-27

持份者觀點
1. 青協督導主任鄧良順︰暑期工雖然只
是短期工作，但屬於累積工作經驗的第
一步，僱主的評價對學生日後前程同樣
重要。
2. 青協單位主任張志偉︰離職的禮貌，
可以感謝卡及「散水餅」表達，不可拿
走公司的任何物資及資料。當然工作能

力同樣重要，暑期工學生不要將工作堆
積至最後一天才完成。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辭職要提交辭職信的原
因。

2.承上題，指出離職時的禮貌做法。
3.有人認為不應以WhatsApp等手機通訊
程式辭職，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公共衛生

全球化

新聞撮要
有觀鳥愛好者於本月在米埔發現一隻
黃胸鷸，是香港和內地首個紀錄。世界
自然基金會形容今年米埔春季遷徙的狀
況良好，多個雀鳥品種如斑尾塍鷸及鷗
嘴噪鷗的數目都錄得新高，亦有大白鷺
及夜鷺在基圍內紅樹林上築
巢，而上一次發現夜鷺繁殖
已是12年前，發現鷺鳥林
更為逾20年前。
■節自《米埔首現「迷

鳥」黃胸鷸》，香港《文匯
報》，2015-4-28

持份者觀點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高
級保護區主任梁嘉善：黃胸
鷸在1920年代因遭到大量
捕獵而瀕臨絕種，在國際自
然 保 護 聯 盟 紅 色 名 錄
（IUCN Red List）中屬近
危物種。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米埔本年度的生態情
況。

2.就你所知，米埔對於生態保育有什麼重
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瀕危黃胸鷸首現香港瀕危黃胸鷸首現香港

鬧市巨爆鬧市巨爆33死百多人疏散死百多人疏散

能源科技與環境

今日香港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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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縣早前舉行了今年首場商南縣早前舉行了今年首場「「廣場問政廣場問政」。」。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大仙環鳳街的巨爆令現場變成一片廢墟。 資料圖片

■香港首次發現黃胸鷸（紅圈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