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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以學生輕生悲劇「政治抽水」
近日接連出現學生輕生個案，全社會痛心
惋惜。有個別教育團體趁機批評教育局後知
後覺，表示極度遺憾，更有人指學生壓力和
學制有關，是「制度吃人」。學生輕生，一
宗也嫌多，學校、家長、老師、同學乃至社
會團體，都應該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懷、指
引，若硬要將事件與政府施政扯關係、劃等
號，利用悲劇進行「政治抽水」，這是對逝
者及其家人的二次傷害。如果說社會大環
境，近年政客、政黨鼓吹並且策動政爭和暴
力抗爭，令社會負面情緒持續積累，客觀上
容易導致青少年走向偏激，增加焦慮，做出
傷害自己、令家人痛心的傻事。
近日的青少年輕生案例，給他們的父母、
師長和同學，乃至整個社會，都帶來難言傷
痛，也敲響警鐘。青少年的心智還不成熟，
不懂妥善應對各種挫折和困難，需要學校、
家長和社會給予更多的關愛和引導。除了耐
心傾聽，積極交流，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
的心理走向成熟，提升抗逆能力，學會樂
觀、積極地應對逆境。學校、朋輩應該加強
溝通，留意身邊每一個學生的情緒起伏和反
常變化，一旦發現有不良先兆，必須主動積
極為他們提供專業輔導，助其盡快走出死胡
同，擺脫自毀陰影，防止發生意外。
青少年輕生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論。但
是，有教育團體硬要將責任完全推到政府身
上，歸咎於教育部門支援不足，再次將教育
部門當作攻擊的目標。有個別別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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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千方百計將青少年輕生與政府施政掛
鈎，硬要說輕生者是「對現實不滿」，感到
前途渺茫、生無可戀。持這種觀點的「政治
人」，為打擊政府，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
下，利用悲劇的主人公，刻意將個人的主觀
臆斷強加給死者，將死因牽強地政治化，是
對死者及其家人極其無禮和冷血的行為，同
時製造社會不安，激化社會矛盾。
事實上，近年本港事事政治化、經濟民生
議題無不成為政黨、政客炒作的目標，藉以
打擊政府管治威信，從「佔中」到旺角暴
亂，暴力對抗氣氛變本加厲，事事訴諸悲
情、訴諸對抗，激化社會對政府的不滿情
緒，令暴力和非理性陰霾不斷擴散。這種泛
政治化的負能量，很可能會對青少年的成長
造成惡劣的負面影響。一些小問題、小衝突
都被無限放大，反而會讓一些單純的青少年
誤以為香港只會吵吵鬧鬧，毫無希望，可能
因此對前途灰心，遇到小小挫折，容易選擇
放棄，走上絕路。
任何對社會負責、關心下一代的人士，都
不願見到年輕生命隕落。但在某些人眼中，
卻成為難得的政治「炒作素材」，肆意地從
中抽水，毫無底線地攻擊政府，這對青少年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有害無益。全社
會都應該抵制這種卑劣的政治抽水行為，真
正回歸如何防範青少年自殺的「本題」，聯
合家校及社會的力量，多花心思呵護、引導
青少年健康成長。 （相關新聞刊 A14 版）

借航行自由遏制中國必定失敗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昨日表示，作為南海最大
的沿岸國，中國最希望維護南海的航行自由，但
航行自由並不等於「橫行自由」，中國不答應有
人想把南海攪渾。南海本來風平浪靜，是世界上
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之一，這是中國和區內國
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如果說南海變得波詭雲譎，
美國的耀武揚威、橫行霸道，才是始作俑者。但
是，美國再怎麼炫耀武力、拉攏周邊國家，圍堵
中國的圖謀終將失敗，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反圍
堵，相信區內大多數國家也願與中國合作，共同
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
正如王毅所指，中國最早發現、命名、開發、
管轄南海諸島。我們的先人在這裡世代耕耘、辛
勤勞作。我們比任何人都熟悉和熱愛這個地方，
比任何人都希望南海和平穩定、航行自由。王毅
強調，「南沙群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只要是炎
黃子孫，都守土有責。我們從來沒有，也不會提
出新的領土要求。」更何況「一帶一路」、「亞
投行」、「東盟共同體」等大戰略已經全面落
實，中國更加希望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竭盡所
能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為加強區內經貿、文化
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創造有利環境。
中國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為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長期不懈努力，專門設立了中國—東盟海
上合作基金，已開展了 40 多個合作項目；積極推
進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已經形成兩份共識文
件，推動商談進入新階段；主動提出制定「海上
風險管控預防性措施」，提出盡快設立「海上緊
急事態外交熱線」和「海上聯合搜救熱線」，這

些都充分展示了中方的誠意。同時，中國堅守防
禦性的國防政策，在自己領土島礁上建設防禦設
施，是國際法賦予的自保權和自衛權，目的也是
為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自由保駕護航，絕非向別人
施加軍事壓力。
近期來，一些輿論大肆炒作中國將南海軍事化
問題。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真正將南海軍
事化、威脅南海航行自由的，不是別人，正是美
國。美國作為域外國家，卻在南海部署最多、最
先進的武器，擁有眾多的軍事基地及駐軍，美國
的軍機、軍艦頻頻對中國的南海島礁進行挑釁性
的偵察，最近更派出航母戰鬥群向中國「大秀肌
肉」，同時挑動美國在南海的「小兄弟」趁機搞
事。是誰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炫耀
霸權，製造緊張，不言而喻。美國所宣稱的地區
穩定、航行自由也是中國所主張的，中美在南海
本不應有矛盾。但是，美國的挑釁威逼得寸進
尺，暴露其冠冕堂皇的說辭都是在騙人，美國口
中的航行自由，實際上是它在南海的霸權，要遏
止中國崛起。
但是，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並非美國想遏制就
能遏制得了，而且南海周邊大多數國家都與中國
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相信有關各國不會隨美
國的指揮棒起舞。早前美國和東盟各國舉行特別
峰會，在針對中國的問題上沒有達成任何結果，
已經充分印證這一點。更重要的是，中美經濟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若因
南海問題導致中美劍拔弩張，甚至兵戎相見，對
美國也有害無利。
（相關新聞刊 A2 版）

劉士余「姊妹花」喻A股港股
不評股市 被問「深港通車」笑言「有點刁」

董 生 建 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兩會報道）新任中證監主席劉士余昨日上午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小組會
議。劉士余會前表示，A 股與港股是姊妹花，相信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能恢復投資者信心。被
問及「深港通」何時通車，他笑言問題「有點刁」，坦言在兩地交易日不便評論，囑大家看政府工作
報告找答案。

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
（左三）參加
全國政協十二
屆四次會議特
邀香港人士討
論。
新華社
■劉士余和張曉明昨日參加港區人代小組會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晨舉行小組會
議，討論「十三五」規劃草案，

中證監主席罕有參與，香港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亦有參會。劉士余在會議期
間主動與多名港區人大代表握手。

譚惠珠：事前約定「只聽不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在
會後表示，自己兩日前才知劉士余要
來，雙方事前已講定，劉主席今次主
要來聽會，會上不作發言，故劉士余
主要是聽他們的意見，偶爾對代表發
言有回應，如醫療、航空租賃等，有
關內地的金融監管、「深港通」等話
題僅私下交流。

人代盼中央續挺港旅業
據引述，港區人代盧瑞安會上關注到

■昨日港區人代小組會議。

中央沒有在「十三五」規劃草案支持香
港旅遊業發展，希望中央繼續支持，包
括鼓勵帶薪休假以吸引遊客來港。
葉國謙則關注到「十三五」規劃草
案裡「一帶一路」內容明顯增加，及
期望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他指，香港仲裁使用紐約公約，建議
中央利用香港作為仲裁中心，又提出
香港人在內地的公辦學校及退休養老
保險、參軍、考試等均享國民待遇，
部分青年有需求也要考慮到。

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
王敏剛就關注到「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文化交流，期望促進國與國交流
及共同發展。劉佩瓊則注意到證券市
場及股市上上落落，市場風險主要來
自衍生工具。陳振彬希望國家建立金

融系統持續性信心，內地股權集中，
散戶比例低，建議中央立法監管企業
管治。
史美倫則指，香港法治制度完善，
又與國際標準接軌，有助吸引海外投
資，加上內地支持，每年均有大批 H
股來港上市，令金融業對本港經濟作
出重大貢獻。她指，在發展國際金融
中心上，香港應與倫敦及紐約三足鼎
立，而香港與上海屬於良性競爭，有
助金融業人員培訓「愈來愈強」。
馬逢國則關注到內地龐大市場，鼓
勵商家在日用品、家庭用品行業打出
品牌，期望國家帶頭在創業創化投
資，幫助日用品商創造品牌，搶佔國
際份額，又期望香港發展飛機租賃業
務後，內地未來在生產大型飛機時，
以香港作為優先選擇。

官員兼聽則明 人代耳目一新


新任中國證監會主
席劉士余，昨日在北
京出席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團會議聽取意
見。有與會的港區人代會後表示，劉士余的
職責雖然是國家的金融事務，但在有代表提
到醫療、慈善等金融以外的意見時，都願意
交流、良好互動，新一代中央官員作風令他
們耳目一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本港眼科名醫林順潮
昨日向本報表示，大部分中央官員在會議上
以聽為主，在寫詳細筆記後表示會把意見帶
返研究，稍後回覆。劉士余則「自由發
揮」，即時回應，所以很受歡迎，「氣氛好
輕鬆，這個官員很有互動技巧，很親民。」
林順潮引述劉士余說，他作為一個國家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中央紀委歷史上首次
派駐紀檢組到國務院港澳辦。中央紀委駐港澳辦紀檢組組長、黨
組成員李秋芳昨晨首次露面，到北京貴賓樓，列席港澳地區全國
政協小組會議。她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指，中紀委的監督是全覆蓋
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空白。
李秋芳表示，自己剛上任，正在調研有關問題，參加今天的會
議也是調研的機會。她強調，在反貪腐的問題上，會按照黨規黨
法去做。在會議後，她被問到有否在會上收集港澳政協委員對廉
潔風氣的意見時表示，她在這方面意見收集不多，會議中主要聽
取了委員對國家未來發展的意見。

港用好優勢 續搭「直通車」

李秋芳：中紀委監督全覆蓋

■李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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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多人反映青年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也說，李秋芳在會上並無發言，只是聆聽委
員們的意見。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則表示，會
上原本應集中討論國家「十三五」規劃事項，但不少委員選擇向李
秋芳反映對香港青年問題的關注。她又認為，李秋芳參與港區全國
政協小組會議，反映中央一直都十分重視香港的情況。
■李秋芳昨日列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小組會議。

官員，關心的事情不只一件事情，又在會上
提到「什麼都可以說」。金融的事情固然歡
迎，但代表表達金融以外的意見，他同樣樂意
聽，反映新一代官員溝通靈活，站在一個人民
公僕和國家官員的位置上和代表們交流，「即
使聽到的意見不是自己主管的範圍，仍會樂意
把意見先接收後轉達到相關部門。」
另一位港區人代、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姚
祖輝則透露，他私下向劉士余提到改進「滬港
通」。劉當時未作評論，但雙手作揖表示感
謝，連稱「知道知道」
，流露了官員的謙虛作
風。
據悉，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和積金
局主席黃友嘉，由於熟悉金融業務，在會上
與劉士余分享了不少有關香港在金融方面的
情況和經驗。■記者 鄭治祖、張易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招商局集團董
事、招商局資本總經理李引泉，在
接受大公網兩會訪談節目《星耀香
江》訪問時表示，只要香港能清楚
維護好自己的優勢，加強和內地溝
通，就可以繼續坐上內地高速發展
的直通車，促進香港自身的發展。
資料圖片

李引泉：法律健全優勢多

李引泉在訪談中指出，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比
較穩固，加上法律健全、經濟自由度、金融監管簡單有效等優
勢。香港作為一個規範市場，對內地來說「更直接、更清晰、
更了解」，內地將香港作為投融資中心更容易。
他又提到，內地要想讓金融更好地服務金融，可從稅收角度
入手，通過槓桿調節，引導金融資金進入實業，但這需要政府
引導，改變市場調節機制，讓市場自然地調整和引入。
在政府公共債務問題上，李引泉指出，中央政府的公共債務
其實並不大，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數量大，這導致合計起來數
目比較大。他建議建立公共債務指標，包括國家、地方政府債
務及縣級政府的債務數據，而指標數據項應納入全國人大報
告，方便監督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