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中國鐵路15日開始實行新的列車運行

圖，這是近10年來鐵路實施的最大範圍
列車運行圖調整。據介紹，此次調整圖打
破直轄市、省會城市為主要節點的普速列
車開行模式，增開中小城市間始發終到普
速列車。重點安排三四線城市網站，進一
步改善中小城市間的交通條件，便利沿線
民眾出行。
■節自《鐵路新圖改善中小城市交

通》，香港《文匯報》，2016-5-16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鐵路總公司運輸局營運部副主任
黃欣：本次鐵路調圖沒有對火車票價進行
調整，有些車次還加量不加價。
2. 黃小姐：相比乘坐飛機，感覺高鐵更
舒適，增開前往旅遊景區的班次，帶着老
人小朋友一家出門旅遊更方便。
3. 焦阿姨：最關心中小城市間的線路增

加，希望今後回老家可以乘坐火車直達，
不需要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4. 張先生：乘坐高鐵更準時，線路多
了，今後出差可以有更多選擇。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是次調整的內容。
2. 試指出相關持份者的意見。
3. 你認為高鐵有什麼獨特的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鐵路「中小城市化」便民

新聞撮要
抗血小板藥物「亞士匹靈」為現時
常用的預防中風藥物，但使用半世紀
仍未找到可替代的藥物。一項研究發
現，處方心臟病抗血小板藥物「替格
瑞洛」較「亞士匹靈」，可降低13%
出現缺血性中風的風險。
■節自《中大研新藥降小中風風

險》，香港《文匯報》，2016-5-18

持份者觀點
1.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
神經科主任黃家星：「亞士匹靈」應

用於預防中風已有半世紀歷史，由於
部分病人基因未必適應「亞士匹靈」
而出現抗藥性，「替格瑞洛」的出現
如同給予病人一絲曙光。
2. 衛生專家：是次研究只屬初步階
段，期望未來3年至5年內，可探討及
比較一併使用「替格瑞洛」與「亞士
匹靈」，以及單獨使用的成效。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述的醫學進步。
2. 試就「抗藥性」評論藥物技術進步

的利弊。■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自去年9月開學以來，已經發生了不少中
學及大學生自殺個案，直至本年3月為止，
已經發生了超過20宗青少年自殺個案，其
中更發生了在連續5天內有4名學生輕生的
事件，反映問題嚴重。
教育局已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近日青少年自
殺頻生的問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更與兩名
中文大學副校長會面，商討近期接連多宗中
大學生自殺事件。其他教育團體如津貼中學

議會、香港中學校長會以及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都和教育局召開會議，希望盡快
提出支援措施，防止悲劇再發生。

內外壓力可引發 社媒有責？
大多數自殺學生的年齡介乎12歲到25歲

之間，自殺原因大部分都懷疑與學業壓力、
家庭、朋輩及感情問題有關。自殺的成因非
常複雜，內在因素如性格悲觀和容易焦慮，

以致外在因素如陷入經濟困境及人際關係差
等都會帶來壓力，只要在生活上有觸發點的
存在，就有可能引發自殺念頭，甚至是自殺
行為。社會因素如傳媒報道自殺的手法亦都
可能會引發自殺模仿性現象，增加社會上自
殺個案的數目。
連串的學生自殺的事件引起社會極度關

注，在探討此議題時，可以從什麼方向思考
呢？

■余慕帆 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有調查顯示，面對父母離異再婚的

兒童，較容易感到焦慮及抑鬱，建議
再婚夫妻在照顧及管教子女上有更多
合作。再婚半年的阿晴（化名），最
初決定與現任丈夫結婚前，花約兩年
時間令就讀小學低年級的女兒融入二
人的關係，每次拍拖都會「三人
行」，而女兒亦由最初坐立不安，變
得願意親近對方。
■節自《研究指再婚家庭兒童易焦

慮》，香港《文匯報》，2016-5-16

持份者觀點
1. 聖雅各福群會家庭及
輔導服務高級經理王佩
賢：由於繼父母感覺自
己缺少「合理權力」，
通常不採較強硬的管教
行為，繼父母在管教子
女上應更多合作。建議
再婚家庭多製造「一家
人」的回憶，營造和諧
家庭關係。
2. 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
助教羅耀增：是次研究

有繼母是首次結婚，由於未有經驗，
婚後卻要照顧繼子女，在心理上沒有
準備。
3. 阿晴：幸好與女兒關係一直良好，
同時與現任丈夫在管教分工責任上保
持溝通互信，順利組織新家庭。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述調查的結果。
2. 承上題，試分析調查結果。
3. 你認為子女應以什麼心態面對家庭
離異和再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中東戰亂導致大批難民湧入歐洲，為

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德國當局以1歐元
（約8.8港元）時薪，聘請難民從事維修

單車、修剪盆栽及清潔等簡單工作。「一
歐元工作」制度在德國實行多年，原意是
鼓勵失業人士重返職場，以及作為新移民
尋找工作的跳板，但專家認為這些工作所
學東西不多，對職途幫助非常有限。
■節自《德「一蚊雞」請難民打

工》，香港《文匯報》，2016-5-17

持份者觀點
1. 獲柏林市政府聘用的伊拉克難民：有
機會接觸德國義工及練習德文，不至於在
庇護中心內無所事事。
2. 經濟學家巴赫曼：對難民來說，「一
歐元工作」短期內甚具意義，亦有助融入
社會，但長遠而言，這計劃的成效仍充滿
疑問，工人學到的東西太少，難以幫助他

們找到其他工作。
3. 德國企業：勞動力不斷減少，目前有
4,600萬工作年齡人口，若沒有移民補
充，估計約30年後將跌至不足2,900萬
人。呼籲當局善用難民和移民，他們在申
請庇護期間賦閒是浪費寶貴時間。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一蚊雞」工作各持份者的影

響。
2. 有意見指歐盟多國不應該讓難民入

境，所持的是什麼理據？試評論這些
理據。

3. 你認為協助難民融入當地社會有什麼
挑戰和障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在14日國企開放日活動中，記者從北汽

新能源了解到，該公司的首家充換電站已
經正式啟用，將率先從出租車開始推行換
電技術，在純電動車領域實現3分鐘滿電
續航。
未來，北汽新能源將利用加油站、商超

等場地優勢資源建設充換電站，推廣這一
服務。
■節自《北汽推電動車3分鐘換電技

術》，香港《文匯報》，2016-5-16

持份者觀點
1. 北汽新能源：去年已經與深圳市簽署
採購400輛電動車的協議，深圳方面將推
出配套政策，配合新能源電動車的推廣，
例如充電設備投資補貼標準和實施細則
等。
2. 經濟學家：內地新能源車銷量正在成

倍增長，但充電時間長、續航里程短等仍
然是一道難題。

3. 業內人士：在非電動車領域，內地消
費者更喜歡海外品牌，但在電動汽車領

域，情形已經有所不同。鑒於中國的電動
車市場還處於早期階段，內地和外國汽車
品牌勢均力敵。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北汽新能源公司推出的新服務。
2. 就你所知，這項服務對應了現時電動車
領域的什麼問題？

3. 你怎麼看中國的電動車市場？試解釋你
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青少年頻輕生 多角度防治

全 球 化
中大研新藥降中風風險13%

調查指再婚家庭子女易焦慮

德「一蚊工」請難民助融社會

北汽新能源推電動3分鐘換電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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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香港民間有許多善心人有想法、有行

動，冀幫助弱勢一群。有關注長者執紙
皮議題的大學生，畢業後創立社企以高
價向長者回收紙盒，再轉售予其他公
司，或製成有用的物品，同時讓拾荒長
者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也有建築師運用
專業，為劏房戶設計多用途傢具，善用
蝸居空間。更有社工構思把更生人士的
經歷印在時裝上，一掃QR Code（二維
條碼），就可得知他們的故事。
他們同獲扶貧委員會轄下社創基金批

出起動基金，以創新意念改善社會。
■節自《高價收紙盒 長者露歡顏》，

香港《文匯報》，2016-5-16

持份者觀點
1. 政務司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
娥：成立社創基金希望發掘更多途徑，
將創新意念和助人熱誠融合起來，開拓
出讓城市發展得更美好的新途徑。
2. 去年於理工大學市場學系畢業的26歲
胡煒豪：「拾易紙長」項目至今有十多
名長者受惠，其中五六位老人會經常賣

紙皮給我們。紙盒是一樣有價值的東
西，我們要將執紙皮長者的contribute
（付出），給予應份的contribution（報
酬）。
3. 任職建築師10年的馬潔怡：提出為劏
房戶設計多用途雙層床的意念。劏房多
數位於舊式唐樓，樓底較高，可容納此
兩米高的雙層床。實木設計耐用，加上
靈活組裝可方便劏房戶日後「上樓」，
將部件搬到新居繼續使用；目前正繼續
改善設計，同時尋找更便宜的生產方
法，待滿意後才正式「入屋」助人。
4. 27歲註冊社工冼曉嵐：想到以衣服築
起 橋 樑 ， 並 將 品 牌 命 名 為
「unspoken」，深信要以創新方式改善
社會問題，始終最希望讓小眾不再被標
籤。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3項創新項目的內容和金額。
2. 承上題，這些計劃的效果如何？為什
麼？

3. 你認為社創基金比其他扶貧計劃的優
勢在哪裡？

知多點
社創基金15日公佈首批獲得資助的創

新項目，每個項目獲資助數萬元至300
萬元不等，總資助金額為港幣1,000萬
元。25個創新項目全由兩個協創機構負
責，包括社聯的「Impact Incubator」和
理大的「好薈社」，當中，有13個為
「原型」項目，另外12個則屬「初創」
或「擴大營運規模」類型。預期今次批
出的25個創新項目可惠及逾2.5萬名弱
勢社群人士，又預期未來兩年將再資助
80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愛心碌架床造福劏房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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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oken」品牌把更生人士想法，
化成圖像，印在時裝上。 資料圖片

■■「「多磨建社多磨建社」」設計的多功能雙層床設計的多功能雙層床，，
希望改善劏房戶生活空間希望改善劏房戶生活空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伊拉克難民 Zaid 在柏林打「一蚊
工」。 資料圖片

■有機構建議再婚夫妻在照顧及管教子女上有更
多合作。中為阿晴。 資料圖片

思考問題
1. 青少年自殺的成因 (生理、

心理、認知及環境因素)
2. 不同持份者能如何防治青少

年自殺
3. 自殺與傳媒報道之間的關係
4. 如何提升青少年的抗逆力

相關概念
自殺（suicide）：自殺是指蓄意採取不同手
段傷害自己身體來結束生命的行為。
抗逆力（resilience）：抗逆力是指人們應對
危機或困難時的能力。抗逆力能幫助人們以正
面及積極的態度去減低和克服逆境所帶來的傷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