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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啟動的「保民主 撐政
改 反拉布 做選民」大型簽名行動反應熱烈，活動首兩
日就收到逾36萬個簽名，顯示支持2017年普選特首的
民意愈來愈清晰強烈。民意對政改成敗具有決定性影
響，支持的民意度愈高，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愈大。
市民應積極參與簽名，顯示渴望普選的強大民意，促
使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支持政改，讓香港民主邁出關
鍵一步。

政改方案距離進入立法會表決尚餘一個月左右的時
間，方案能否通過，民意支持至關重要。目前的大簽
名行動，既是收集簽名，反映民意，也是為推動政改
宣傳造勢，引導民意，為通過政改方案營造有利的社
會氣氛。正如在「佔中」期間，「保普選 反佔中」
大聯盟發起的大遊行、大簽名一樣，成功掀起強勁的
「反佔中」聲勢，超過八成的民意一邊倒反對違法
「佔中」，為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清場提供強大民意
支持。「佔中」人心盡失，結果以失敗告終。

如今推動政改、落實普選的工作已到最後的關鍵時
刻，爭取到更多市民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政改
成功、普選夢圓的機會就更大。政改民意戰不容有
失，廣大市民尤其是渴望普選的沉默大多數，應更積
極主動走出來，簽名表達支持政改的意願，為落實普
選多出一分力。大簽名活動開展短短兩日，就收集到

36 萬個簽名，風雨高溫亦無阻市民簽名撑政改的熱
情，正正表達出市民支持政改、期盼普選的強烈訴
求。

特首普選制度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通過政
改方案，香港可以實現有史以來首次「一人一票」選
特首，是香港民主的歷史性進步。有票好過無票，政
制向前好過原地踏步。政改方案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
持，主流民意認同。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的政制能
夠先走前一步，反對派議員不會有所損失，反而擁有
更廣闊的政治空間；若一意孤行否決政改，剝奪港人
的普選權，不尊重廣大市民意願，必定會在下一次立
法會選舉受到選民的懲罰。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
員，能不尊重民意、不按照民意所向決定投票的意向
嗎？希望反對派議員三思而行。

通過政改方案，不單標誌着香港民主的大跨越，500
萬合資格選民從此擁有普選權，而且普選出來的特
首，將更具認受性和代表性，施政將獲得更多支持，
行政效率也會更高，更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市民獲得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落實普選關係到每個
港人的利益，為了香港政通人和、安居樂業，廣大市
民更應踴躍簽名，以實際行動支持政改，為香港創造
海闊天空的新局面。

（相關新聞刊A2、A4、A5、A23版）

積極簽名 展示撐政改強大民意
繼 3 月 1 日減息之後，人民銀行昨宣

布，今日起再將存貸款同步減息 0.25
厘，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貸款基準利
率下調至5.1厘，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
調至 2.25 厘。據人行表示，再次減息，
是要繼續發揮基準利率的引導作用，進
一步推動社會融資成本下行，支持實體
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可以肯定的是，人
行減息，將會促使內地和香港部分資金
通過多種方式進入香港股市，為港股後
市增添新動力。

人行在三個月內接連兩次減息及一次降
準，顯示中央政府在面臨外部經濟環境呈
現複雜多變，而內地經濟第一季度數據不
算理想的情況下，決心繼續採取常規性的金
融調控手段，希望令到內地宏觀經濟得到改
善並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目前，內地股市
在經歷一番大漲之後，正進入調整及鞏固
期，預料人行減息，將在支持實體經濟的同
時，對股市未來走向也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與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利率水平相比，
內地約5厘的利率尚屬較高，而銀行存款
準備金率等方面繼續下調的空間頗大。雖

然大幅度放水的「中國版QE」預計不會
出現，但在有需要時，不排除人行減息降
準等刺激手段還將陸續有來。

在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息息相關的當
今，此次人行減息對香港宏觀經濟，特別
是股市也將產生較為正面的影響，預計內
地部分資金將會繼續通過多種方式進入香
港股市，而在香港銀行體系內的部分人民
幣資金，也會因為減息因素而轉入股市。
這些都將為港股後市增添一些新動力，甚
至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港股後市發展的推動
因素。上次人行減息時，港股是在24,800
點水平，之後，港股節節上揚，上周五(5
月8日)收市已達到27,577點，預計在人行
減息等利好因素作用之下，港股可以繼續
走出一波新的上升行情。

當然，上述分析是從宏觀層面和大勢走
向而言。預料港股在中長期看好的情況
下，也將出現各自發展、複雜紛紜的態
勢，廣大股民的心態也應從過去的短線炒
作轉為理性投資，防止因股市的短期起落
而迷失方向。

（相關新聞刊A3版）

人行減息為港股添動力

A8 重要新聞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擔任主
禮嘉賓，和一眾嘉賓一同見證「同

一時間錫錫媽媽」創舉，締造最溫馨的
「親吻媽媽」時刻。今年的慈善行參加
人數近1,700人，很多是全家出動、甚至
三代同堂。

特殊童母親 近半現抑鬱徵狀
其中一組參加者是何氏四姊妹，她們戴

上假髮扮成媽媽，陪同年邁的母親一同參
與活動。她們更向媽媽送上祝福：「最希
望媽媽身體健康，日日都開開心心，不用
太掛慮我們！」活動上亦設有不少由救世
軍的復康人士主理的攤位，提供小食、飲
料及示範做手工，以加強大會關懷有特殊
需要孩子家庭的主題。
救世軍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高級主

任鄧慧敏於活動上表示，透過救世軍的服

務單位，他們於今年4月至5月接觸了150
名子女均有特殊需要的媽媽，發現44.7%
受訪者有抑鬱徵狀，包括27%有輕度徵狀；
14.2%有中度徵狀；3.5%有嚴重徵狀，較
一般人的比例高。
鄧慧敏表示，即使不同孩子有不同的特

殊需要，這群母親的抑鬱指數並沒顯著差
別。她指，母親們的抑鬱程度，主要關乎
孩子對母親社交生活的影響，其次是母親
本身對孩子的正面或負面觀感，以及希望
得到的支援程度。
鄧慧敏指，此群母親最需要的三大支

援是資訊、專業及社交方面，她們特別
渴望知悉更多適合有特殊需要孩子的課
外活動、孩子的教育及升學資訊，以及
專業介入和支援服務。她稱，當中以
「自閉譜系障礙」及「專注力失調/過
度活躍症」孩子的家長的支援需求較

大。
鄧慧敏建議，市民大眾可以為照顧特殊

需要孩子的媽媽營造友善的環境，每當看
見孩子在公眾場所出現行為問題時，不要
即時作出批評，可以騰出空間，例如讓座
給小朋友或將隨身物品移開一點，讓家長
有較大的空間處理孩子的問題，間接地鼓
勵他們更經常帶孩子到社區享受天倫之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趁着母親節，不少子女昨日都與親愛
的媽媽歡度節日，以表孝心。救世軍昨日於啟德跑道公園舉行「錫錫
媽媽慈善行」，與1,700人慶祝母親節，同時為有特殊需要兒童家庭
籌款。在啟步禮上，嘉賓及參加者穿上象徵「好媽媽」的圍裙，代表
媽媽最關心子女食得健康、快樂成長。另外，組織亦發表調查，指
44.7%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母親有抑鬱徵狀，較一般人的比例高。

百獨居婆婆
獲邀歎自助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
母親節，「愛護香港力量」不談政治，
改為一眾媽媽送上手巾花，又準備心意
卡讓小朋友即場填寫。行動召集人李家
家表示，現時香港社會人心煩躁，希望
趁節日為市民注入溫馨正能量，提醒大
家謹記要愛錫媽媽。

李家家：香港是一家人
「愛港力」昨日早上準備2,000朵手巾

花及迷你心意卡，在太古康怡派發給一眾
路過的媽媽，不少小朋友即場用心意卡填
上祝福，畫下圖畫，送給媽媽。
首次舉辦母親節贈花活動的「愛港

力」行動召集人李家家表示，雖然本港
現時有不少爭拗，但孝順媽媽是永恆不
變的定理，希望趁傳統節日帶出「香港
是一家人」的氣氛。她又說，2,000朵手
巾花由有心人捐贈，手巾花亦較真花環
保。
李家家透露，自己平日亦如同不少港

人一樣工作繁忙，陪伴家人的時間不
多，但停下來的時候總會掛念家人，今
年打算與88歲的家母一齊食飯慶祝母親
節，「派完花就會陪媽咪飲茶傾偈，我

早已留起一枝手巾花送給媽媽。」
有與爸爸一起接過毛巾花的小朋友表示，早上

起床便對媽媽說「母親節快樂」，又會把毛巾花
送給在家中準備午飯的媽媽，「之前都畫了心意
卡給媽媽」，晚上希望一家人一起吃薄餅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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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調查
發現，逾60%受訪母親認為吃飯是最有
效促進親子溝通的方法，35%受訪母親
與子女最常使用的溝通渠道為面談，但

亦有20%認為WhatsApp及16%認為
facebook溝通最有效，反映新派的溝通
方法漸成趨勢。有專家表示，家長應善
用網上平台表達難以面對面傾談的事，
「但不是用來監察或質詢子女。」
有商場上月進行「新世代母親與

子女相處」問卷調查，訪問了513名
21歲至40歲的母親，81%受訪母親
表示會經常關心子女感受，62%受訪
母親認為吃飯是最有效促進親子溝
通的方法，其次是逛街(46%)；35%
受訪者表示通常會以面對面談話的
方式溝通，其次是電話(23%)、手機

應用程式如WhatsApp及網上通訊平
台 如 facebook 亦 分 別 佔 20% 及
16%，反映母親關心子女之餘，愈趨
向使用貼近年輕人流行的溝通渠
道。
東華三院家庭成長中心署理主任吳

少霞表示，父母與子女的溝通「重質
不重量」，而且應多加鼓勵，避免經
常提及學業問題，一齊進行喜愛的活
動亦會比直接溝通的效果更好。她又
提醒，家長應善用網上平台表達難以
面對面傾談的事，「但不是用來監察
或質詢子女。」

親子用App溝通漸成趨勢

■調查發現，20%受訪母親認為
WhatsApp溝通最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趁
昨日母親節在網誌撰文，向全港母親致敬，並祝她們母親
節快樂。張建宗指，本港已有較完備的社福支援系統，為
有需要的母親提供不同階段的支援，以加強幼兒照顧服
務，支援婦女兼顧工作和家庭，其中包括由今年9月起，
分階段在需求殷切的地區的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增加約5,000個「延長時間服務」名額，以紓緩在職
父母的壓力；多管齊下增加資助及長時間全日制託兒服務
名額和向提供服務的單位提供資源，加強督導及行政支
援。

本年度增30兒童之家
張建宗又表示，為支援暫時未能得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兒童

或有行為及情緒問題的青少年，當局一直資助非政府機構免
費提供不同類型的住宿照顧服務。為回應服務需求，並進一
步支援有需要的家庭，當局已從2012-13年度起，分階段增
加130個涵蓋寄養服務、兒童之家、兒童院、男/女童院和
宿舍名額；並於2015-16年度再增撥資源，增加約30個兒童
之家的服務名額。
因應近年接受住宿照顧服務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情緒和行

為問題愈趨複雜，社署在2013-14年度增加撥款，透過提
供額外社工人手及推出臨床心理服務，以加強院舍的專業
人員支援。有關措施每年涉及的經常性開支約1,965萬
元。受惠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單位共131個。
張建宗續說，現時分布全港的65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和兩間綜合服務中心，其中一項與母嬰息息相關的服務，
是向初生至5歲的幼兒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在地區層面進行跨界別協作，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提
供全面和適時的支援服務。
他又透露，當局最新開發了一套針對0歲至1歲嬰兒的

「親職能力評估框架」，讓社工更有效評估父母/照顧者照
顧兒童的能力，以便及早介入有需要的家庭及為他們提供適
時的支援。有關評估框架，將於今年6月起在元朗、荃灣和
葵青三區試行。

張建宗﹕
社福多招支援港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昨日是一年
一度的母親節，是為人子女向母親表達愛意
的好機會，但對於獨居或子女不在身邊的婆
婆而言，一句簡單的問候卻是「奢侈品」，
節日令她們更添寂寞。昨日有團體為這批婆
婆舉行母親節活動，邀請她們享用自助餐，
希望令她們感受到別人的關懷，過一個充滿
快樂的節日。獨居多年、70歲的燕婆婆表
示，平日覺得自助餐昂貴，根本不捨得吃，
今次有機會享用，令她感到非常開心。她並
希望，自己身體健康，不再生病。

防虐長者協會禮物敬老
防止虐待長者協會昨舉行「愛心同慶母親

節」活動，邀請百多名正領取綜援或生果金
的獨居或子女不在身邊的婆婆享用自助餐，
同時協會送出一份禮物予參與活動的婆婆，
包括康乃馨、5公斤白米、食油、藥油等，
以慶祝母親節，及為她們送上關懷。協會希
望透過今次的活動，喚醒社會關心及幫助身
邊有需要的長者。

燕婆婆：平日邊捨得食
獨居多年、現年70歲的燕婆婆，並沒有子女，她表示，平日一人

在家，「傻乎乎的，根本沒有事可做。」她只能靠看電視消磨時
間。她指，平日覺得自助餐昂貴，根本不捨得吃，今次有機會享
用，令她感到非常開心，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參與活動。

燕婆婆稱，由於她今年2月乳癌復發，所需購買的藥物為
自費藥物，費用高昂，每月的綜援根本不足以支付藥
費，要靠朋友幫助才能渡過重重難關。她指，自己身體
已慢慢好轉，只希望身體健康，不再生病。
今年91歲的左婆婆，其丈夫已去世30多年，她表示，

自己一人獨居，「有什麼事，根本沒有人知。」家中的電
掣壞了，也沒有人修理，而且感到非常沉悶。幸好，有老人

中心的姑娘為她送上電視，令她的沉悶生活些少加添樂趣。
左婆婆為了生活更充實，10年前開始，到老人中心擔任義工
一職，教其他「老友記」做運動，齊齊鍛煉身體，亦有機會參
與表演，她指，現時生活過得非常快活，每一天都開開心心。

■何氏四姊妹戴上
假髮扮成媽媽，陪
同年邁的母親一同
參與活動。

■救世軍昨日
舉行「錫錫媽
媽慈善行」，
與 1,700 人慶
祝母親節，並
為有特殊需要
兒 童 家 庭 籌
款。

■左婆婆：有什麼
事，根本沒有人
知。 鮑旻珊 攝

■燕婆婆：平日根
本沒有事可做。

鮑旻珊 攝

■■李家家為小朋友派花李家家為小朋友派花。。 文森文森 攝攝

■■百多名獨居婆婆昨受邀百多名獨居婆婆昨受邀
享用自助餐享用自助餐。。 鮑旻珊鮑旻珊 攝攝

逾
千
人﹁
錫
啖
媽
咪﹂
最
溫
馨
創
舉

慈
善
行
慶
母
親
節
高
永
文
穿「
好
媽
媽
圍
裙
」致
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