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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其中一個改善鐵路安全
的方法，就是在車廂內安
裝閉路電視，以便車長及
控制室管理車務狀況。
現時港鐵約有一半的列

車是有安裝閉路電視，並
將在未來數年陸續增加到
近八成。
然而，有人質疑閉路電

視會威脅個人私隱，這點
固然有其道理，但車廂安
裝閉路電視並非香港首
創，如英國、美國等地也
有同樣措施，以防範恐襲
等威脅。

一周時事聚焦

新聞撮要
港鐵金鐘站開往尖沙咀一班逼滿
市民的列車昨晚發生縱火案。一名
疑患有精神病的六旬男子，突在車
廂內淋潑易燃液體點火自焚。車廂
瞬間變作人間煉獄，引致多人燒
傷，港鐵職員與警方要封閉尖沙咀
站疏散大批乘客。
■節自︰《狂漢港鐵自焚 殃及17
人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7-2-11

持份者觀點
1. 張炳良︰港鐵應否實施安檢，需
要平衡風險和實際措施會對鐵路
系統的效率、運作的順暢和乘客
的方便，因為本港現時每日有超

過500萬人次乘搭港鐵系統，不
能隨便實施任何安檢系統。

2.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本港最少有
20 萬名較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
惟持續治療可降低一半復發機
會，且甚少人涉及縱火事件，呼
籲社會勿歧視有關患者。

3. 乘客李同學︰無得驚太多，惟有
自己多留神四周情況。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港鐵現時的安保措施不

足，你同意嗎？
2. 有評論指應加強對精神病患者的

監察，以免事件再發生，亦有人
認為精神病患者甚少涉及縱火，
不應歧視他們，你較認同何者？

一周時事聚焦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上星期，滯留印度54年之久的老兵王

琪終於帶孩子回歸故土，在家鄉陝西
咸陽和親人相見。王琪24歲時在中印邊
界地區的樹林中迷路，後被印方抓捕，
並以「間諜罪」入獄7年，出獄後被迫
滯留印度54年，現今已年過八旬，其歸
鄉引起世界各地媒體關注。
據其親屬表示，王琪仍在考慮留居陝

西還是返回印度。
■節自《54載堅守圓夢 滯印老兵終回
家》，香港《文匯報》，2017-2-12

持份者觀點
1. 王琪的大哥王致遠︰一定要再見一
面，我們都老了。

2. 王琪的大侄媳于鳳英︰尤其是家裡的
老人們，兄弟姐妹多年都在盼望團
聚，這一刻真的到來了，他們都非常
激動。

多角度思考
1. 除了王琪外，還有其他中國老兵被扣

留在印度，你認為中國政府可以如何
幫助他們？

滯留印度54載 老兵終歸故土

新聞撮要
針對北極冰層面積近年屢創新低，美
國亞利桑那州大學物理學家德施提出大
膽建議，提倡在北極冰冠上興建1,000萬
座風力抽水泵，每逢冬天便將冰下的海
水抽至冰面上，藉此加厚冰層，估計耗
資5,000億美元（約3.88萬億港元）。
■節自《倡建抽水泵抗暖化北極「再冷
凍」》，香港《文匯報》，2017-2-13

持份者觀點
1. 德施︰各種減緩冰層溶化影響的建議
均是未知實驗，但為應對問題，各國
不能只再強調減少排放量，而是需要
提供其他選擇，提醒人們氣候暖化的
代價。

2. 美國國家降雪及冰層數據中心資料︰
上月北極海冰的覆蓋範圍只有1,338
萬平方公里，為有數據38年以來最低
的一月紀錄。

3. 氣候科學家︰由於雪及冰可將80%照
射於它們的陽光反射回太空，因此北
極龐大冰層對控制地球氣候極為重
要，可保持地球涼快。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德施提出的建議並不可行，
你認同嗎？

2. 有評論指德施的建議是治標不治本，
也有人認為在各國無法立即控制全球
增溫時，此建議是最好的建議，你較
認同何者？

3. 冰層融化對全球有什麼影響？

新聞撮要
上周的西方情人節，各大婚戀網站
公佈的今年情人節消費數據顯示，超
過半數的單身男女為節日準備了超過
千元的禮物，而出乎意料的是，約三
成廣東男女則選擇在家與愛人共進晚
餐。
■節自《粵三成男女愛在家晚餐》，香
港《文匯報》，2017-2-15

持份者觀點
1. 廣州市民馬先生︰平時工作很忙經常
不能回家吃飯，在節日這一天特意提
早回家，親手做一頓飽含愛意的晚

餐，和愛人一起在沙發上看電影吃晚
餐，不用出門湊熱鬧，可以靜靜地享
受二人世界。

2. 佛山市民周先生︰節日當天餐廳和電
影院一定人滿為患，所以和女朋友協
商好推後一天過節，避開「高峰
期」，享受屬於自己的安靜節日。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情人節只是商場為促銷貨品
而作的宣傳，不應該大肆慶祝，你如
何評價此看法？

2. 有人認為情人節會導致過量消費，並
因此影響環境，你認同嗎？

新聞撮要
珠三角H7N9禽流感疫情高發，雞禽

交易活躍的廣州防控形勢尤其嚴峻。廣
州市政府決定，上月開始調整制度，自
上星期至本月28日，對全市禽類批發市
場和農貿肉菜市場禽類交易區實行臨時
性休市。
■節自《廣州H7N9疫情高發活禽交易休
市兩周》，香港《文匯報》，2017-2-16

持份者觀點
1.廣州市民︰很少見這麼長的休市期，我

們廣州人都不喜歡冰鮮雞，所以寧願多
購買一些。

2. 廣州市政府通告︰為進一步加強人感染
禽流感防控工作，降低市民感染風險，
決定實行臨時性休市。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同應全面禁止出售活家禽嗎？試

就你所知進行解釋。
2. 有人認為禽流感可以透過候鳥傳播，

因此停售活家禽也於事無補，你認同
此看法嗎？

新聞撮要
朝鮮上周向日本海方向試射一枚型號

不明的彈道導彈，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
任後首次導彈試射。由於發射時間正值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美國之際，分析
普遍相信平壤今次是針對他和特朗普而
來。
■節自《朝導彈「贈慶」試探特朗普》，
香港《文匯報》，2017-2-13

持份者觀點
1.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本是美國重要盟
友，會給予對方100%支持。

2.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譴責朝鮮行為，
要求平壤嚴格遵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
議。

3. 韓國代總統黃教安︰韓國會與國際社
會緊密合作，朝鮮將會因為試射導彈
受懲處。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朝鮮試射導彈是測試美國的

反應，你認同嗎？
2. 有意見認為朝鮮試射導彈是威脅地區

和平，亦有人認為朝鮮擁有導彈是無
可厚非，你較認同何者？

冰層面積新低 學者倡抽水補厚

情人節避迫人 愛回家「撐枱腳」

禽流感形勢嚴峻 穗暫停活禽交易

安倍訪美談合作 朝試射導彈「贈慶」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公 共 衛 生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全 球 化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李偉雄

通 識 把 脈 過年雖從簡 習俗要保留
在年初一當天，行政長官梁振英向香港市
民拜年。他與太太一同祝願香港市民身體健
康、心想事成。在其當日發表的農曆新年賀
辭中，梁振英說，在眾多節日中最喜歡農曆
新年，因為節日氣氛最濃。一家人去行花
市、辦年貨、包利是、放全盒、預備賀年糕
點，喜氣洋洋。
他表示，「香港人出名忙碌，尤其年輕一
代，過年都會從簡。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大
都會，但新年習俗絕對值得保留，它代表中
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屬於我們文化的一部
分。所以我很希望這些習俗能夠一代一代承
傳下去，凸顯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
他的賀辭中，談到的新年習俗，是通識教育
科的一個議題。

什麼是傳統習俗？

在「現代中國」單元的「傳統習俗與現代
生活」議題中，傳統習俗是需要研習的概
念。傳統習俗是指自古至今，一些社會活動
或行為因不斷重複進行而成為了一個國家或
地區的習慣和風俗。
這些習慣和風俗因為獲得大眾的普遍認可

和接受，約定俗成地成為社會行為的規範和
指引，普羅大眾都接受並集體進行這些習
俗，令它們能延續下去。

新年這類節日習俗有什麼特性？
1. 普遍性
新年習俗普遍地存在於中華民族間，而因

各地風俗的不同，習俗的進行方式亦略有
差異。此外，新年習俗在中華民族內會存在
普遍性，我們不論年齡和階級，均視新年

為重要的節日，不重視新年的行為，會被視
為不尊重傳統。
2. 延續性
新年習俗具有延續性，透過社教化的過

程，習俗得以一代一代地維持。人們在年紀
小時，透過長輩演示習俗，由此了解習俗的
內涵及進行方式，此後隨年紀成長，再教
育下一代，令習俗得以相傳下去。
3. 道德教化作用
新年習俗在中華文化的道德教化上擔當了

重要的角色，它的教育功能可分為兩個層
面，首先是宗教方面的道德教化，通過進行
各類有關宗教的習俗儀式，人們相信只要敬
拜神明，便可得到祝福。
其次，新年中有不少習俗均強調須尊重家

族的長輩，建立長幼有序的觀念。

習俗值得保留嗎？
特首提出，「新年習俗絕對值得保留」，

我們可將此意見，分為一條通識科的問
題——新年習俗對香港的社會有什意義？
首先，新年習俗有社教化的功能。我們並

不是一出生便懂得各種社會規範和價值觀，
而是需透過不同的媒介去學習如何待人處
事。通過像新年這類節日的傳統習俗，我們
這一代和下一代可在觀察及實踐的過程中，
學習到不少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道德規範和
價值觀。
其次，新年習俗有助提升文化身份的認
同。對個人或群體而言，確立及認同自我身
份均有重要的意義。學者指出，身份認同
是建基於個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傳統習俗

包涵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人們在進行傳統
習俗時，將可認識及學習民族文化，藉此建
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最後，開發文化產業是新年習俗可發揮的

另一項功能。從文化角度來看，傳統習俗是
重要的文化遺產，它不僅能提升民族認同，
而且憑藉其豐富的文化資源，傳統習俗亦可
發展為文化產業，為社會帶來新的商機。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各個國家均有了解別

國文化的意慾，旅遊業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途
徑。
傳統習俗就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文化資源，

將傳統習俗包裝成別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將
可吸引各地旅客遊覽，為國家創造龐大的商
機，同時亦無形中促進了各國的文化交流。
由此可知，新年習俗確是值得保留的。

狂漢縱火 港鐵安保不足？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

今
日
香
港

-

■■港鐵車廂被縱火港鐵車廂被縱火（（左左），），車廂內煙霧瀰漫車廂內煙霧瀰漫（（右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禽流感再次活躍禽流感再次活躍，，各地活家禽供應各地活家禽供應
將受影響將受影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極冰冠融化北極冰冠融化，，除了影響極地生態除了影響極地生態
圈外圈外，，還會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還會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低低
窪地區或被淹沒窪地區或被淹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琪王琪（（左左））終於回到家鄉終於回到家鄉，，家人在家人在
機場迎接機場迎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金正恩親自指導地對地中遠程戰略彈道金正恩親自指導地對地中遠程戰略彈道
導彈試射導彈試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