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77月月1313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重  要  新  聞A5 ■責任編輯：袁偉榮

獄中遇良師 衰仔回正軌
10個月讀完3年課程 用佳績向父母證重新做人

每個文憑試考生都有

自己的成長故事，正在

壁屋懲教所服刑的阿偉

（化名）因中四時受人唆擺，販賣危險藥物被判

入獄，最終失去自由。不過，在獄中的反思，卻

成為扭轉他人生軌跡的契機，在父母及導師的鼓

勵下，他決心報考文憑試。儘管要在10個月內完

成別人3年的高中課程，他誓要勇往直前，最終

考獲6科20分的成績，達到入讀本地大學的基本

入學要求。未來，他會入讀公開大學會計或經濟

科的遙距課程，希望能取得學位，翻開人生新一

頁。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何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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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考獲大學入學
門檻的考生，除了選讀八大的學位課程外，亦可
以考慮自資課程。隨着特區政府計劃推出每年3
萬元的自資學士學位學費資助，昨日放榜後包括
樹仁大學、恒生管理學院等受惠院校，均有不少
考生往排隊申請入讀。有往仁大報名的考生認為
該校名氣不錯，而特區政府新推出的學費資助有
助紓緩家庭經濟壓力，對考獲約16分至19分的
考生來說，有一定吸引力。

仁大恒管等申請踴躍
在昨日放榜後的中午時分，仁大已有數百名
學生於禮堂內等待遞交申請表及面試，根據該校
課程簡介資料，以4必修科及1選修科計去年的
收生成績中位數為18分，不同課程的收生要求
略有不同。
文憑試獲17分的葉同學是往仁大報名的其中
一人，她獲得該校社會科學系有條件取錄。她表
示自己未有考慮升讀副學位課程，因兩年後畢業
時要銜接八大資助學位不容易，雖然仁大每年
6.8萬元，但她早前已決定選讀，現時獲政府的3
萬元學費資助，認為有助紓緩家庭經濟壓力。
考獲16分的莫同學昨收到成績單後，隨即往
仁大報名及面試，並獲得英文系有條件取錄。他

表示，仁大名氣不錯，
加上獲政府3萬元資助，
鼓勵了他選讀：而由於
自資的公開大學亦有參
與大學聯招（JUPAS），
他會先將該校的語文學
科調往首選，到下月聯
招放榜時再作最後決
定。
獲得仁大新聞及傳播

系有條件取錄的鄭同學
考獲19分，她表示，3萬
元自資學費資助吸引她
選讀仁大，但自己仍會
首選八大一些收生要求
較低的課程。而獲仁大社會工作系有條件取錄的
Monica，亦有類似想法，計劃先於聯招的資助
大學社工系課程「博一博」。
另一有提供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恒生管理學

院，昨日亦有即場接受申請及面試。校長何順文
表示，今年報名情況理想，人數與去年相若，預
計可維持每年招收約1,300名新生。他坦言，政
府的3萬元學費資助對收生有幫助，足以抵消文
憑試考生人數減少的影響。

VTC首日派1.1萬學額
而提供學士學位、高級和基礎文憑等課程的

職業訓練局（VTC），昨日起開放10所成員院
校作統一收生中心，連同有條件取錄確認的學
額，首日合共派出超過1.1萬個學額。在VTC的
學士學位課程中，以酒店管理及醫療保健課程最
受歡迎，而高級文憑課程則以幼兒教育、酒店及
餐飲業管理和土木工程等最熱門。

萬元資助谷起自資課程

■Monica已獲樹仁大
學社工系有條件取
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 攝

■考獲17分的葉同學
是往仁大報名的其中
一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 攝

■鄭同學已獲仁大新
聞與傳播學系有條件
取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 攝

文 憑 試 放
榜，不少考生

都會因應成績及出路選擇而尋求
輔導。其中學友社的放榜輔導熱
線昨日單日接獲623宗求助個案；
而青協的放榜支援服務，自星期
一（10日）起至昨日傍晚，則處
理了1,536宗個案。兩個機構均
指，隨着特區政府推出自資學費
資助，考生及家長對非聯招自資
學位方面的查詢明顯增加，提醒
大家應了解計劃落實細節，以免
因為誤解而令升學計劃失預算。

學友社青協接逾2000求助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

寶城表示，今日起一連三天（13
日至 15 日）為大學聯招（JU-
PAS）更改課程選擇時間，考生應
留意個人指定改選時間，善用機
會。他指同學改選時應綜合考慮
過往收生成績、科目計分比重、
競爭人數和面試安排等因素，並
以自身的志趣條件為本，不應勉
強入讀非心儀的「水泡科」，
「19分及20分的考生排序更應採

取較保守策略，同時亦應報讀其
他聯招以外的專上課程，以作兩
手準備。」
學友社並提醒指，有考生收到

聲稱由聯招辦事處或院校代表的
來電，催促即時繳費註冊，但實
際上，在12日至15日期間，聯招
院校會暫停與同學聯絡，如收到
類似電話應小心核實對方身份，
並向聯招辦事處（24小時熱線：
23342330）求證。

新資助不包八大自資課
因應特區政府宣佈推出自資學費

資助，學友社今年收到有關非聯招
自資學位課程的查詢數字較去年同
期增加34%；而青協亦收到不少相
關查詢。兩機構提醒指，雖然新資
助計劃有助紓緩學生經濟壓力，但
範圍並不包括八大的自資學士課
程，學生及家長均應留意落實細
節，考慮時多加了解。
另外，報讀自資課程時，亦要

注意留位費或註冊費繳交限期，
及申請退還費用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查詢增34% 宜睇清免失算

今年有19名來自壁屋、歌連臣角及
勵敬懲教所的青少年在囚者報考

文憑試，各人共報考109張試卷，其中
87張取得二級或以上成績，佔總卷數
79.8%，當中兩人考獲經濟科5級。整
體而言，有3人達到入讀本地大學的基
本入學要求，歌連臣角懲教所其中一名
考生更考獲6科21分。
至於今次考獲20分的阿偉，其實小學

成績相當優秀，但中學起無心向學，更
曾離家出走，成績一落千丈。
他憶述，自中學開始數學科未試過合

格，成績也十分不堪，故今次報考文憑
試時都曾退縮，幸好數學科老師顧Sir

不斷鼓勵他說：「我都未放棄你，你有
什麼理由放棄自己」、「有我在，我保
證你合格」。阿偉今次數學考獲3級，
比預期還要好。

兩個好阿Sir 一對好父母
至於另一核心科目通識科，阿偉在備

考時曾嫌功課太難而向懲教署通識科老
師何Sir請教，「外面的老師見到學生
交空白的功課，一般都會大發雷霆，甚
至在卷上打大交叉，再要求學生重
做」，但何Sir卻在阿偉的卷上寫上勉
勵說話：「不曾嘗試，又怎知道不會成
功。」之後更是身體力行，一步一步地

指導阿偉做功課。
老師們的教誨，深深打動了阿偉，再

加上父母的支持，都是阿偉蛻變的最
大原動力。阿偉憶述，自從入獄後，
一家人鮮有溫馨相聚，平時探監，彼
此需要隔着冰冷的玻璃，無法近距離接
觸。
昨日文憑試放榜，阿偉終有機會緊緊

握着母親的手，而父親則在旁以慈愛及
喜悅的目光凝望着兒子。阿偉表示，拿
着自己努力的成果，算是報答父母多年
來風雨不改來探望與關懷，這張成績
單，也是向父母展示自己願意重新做人
的證明。

阿偉的父母對兒子的成績深感欣慰。
媽媽坦言看到兒子由以前的「廢青」變
得積極樂觀，成績高低根本不是問題，
父親雖然沉默寡言，卻已是一切盡在不
言中。

壁屋延遲關燈方便夜讀
壁屋懲教所總懲教主任石中強表示，

為了讓文憑班學員有更多時間備考，他
們的關燈時間從晚上 10時延長至 11
時。
他每次巡房都發現7名報考了文憑試

的學員正圍在一起挑燈夜讀，十分努
力。

■壁屋懲教所多名在囚青少年參與今屆文憑試。圖為懲教所文憑班上課情況。 ■阿偉父母對兒子的成績深感欣慰。

■昨日文憑試放榜，壁屋懲教所主任向在囚青少年頒發成績
通知書。

��
�
&3

解放軍首個海外基地非洲吉布提保障基地昨正
式成立，首批基地部隊已出發開赴當地駐防，標
誌中國保障國家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的能力實
現質的提升。吉布提基地成立並運作，將為中國
參與護航、維和、人道主義救援等任務提供有效
保障，有利於中國更好執行軍事合作、撤僑護
僑、應急救援等海外任務，維護國際戰略通道安
全，更有力保障中國在海外的國家利益和海外公
民、包括港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是「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安全支點。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
道路，開展海外軍事行動完全出於和平目的，對
世界和平發展是大好事。

中國自2008年起派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
里海域開展護航行動，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官兵
休整和食品、油料補給面臨許多實際困難，吉布
提多次提供後勤保障。中吉兩國政府經過協商決
定，中國可在吉布提建設保障基地，並派駐必要
的軍事人員。猶記得當年利比亞大規模撤僑行
動，雖然中國政府反應迅速，但飛機、軍艦需要
長途跋涉前往，大大提升了難度和成本。假如當
時有吉布提基地，相信整個救援行動將更快捷、
高效。

吉布提補給基地對中國戰略意義重大，具體而
言有幾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助於中國履行負責任
大國的義務，保障地區和世界和平。吉布提毗鄰
亞丁灣，周邊政局動盪，造成海盜勢力盤踞，對
過往船隻構成嚴重滋擾和威脅。自2008年至今
年5月底，中國海軍累計派出了26批次遠海護
航編隊執行任務，安全護衛1038批6356艘中外

船舶，並出色履行了也門撤僑、敘利亞化武海運
聯合護航、「和諧使命」醫療服務等重大國際義
務，吉布提基地可以充分發揮距離優勢，在中國
海軍執行任務時，為中方艦艇、人員就近提供補
給維修、輪換休整等，提供有力的物質支援。

二是為保護中國在非洲、中東等海外的利益提
供有力支援。近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以年均
20%的高速增長，到2017年底投資總額將超過
1000億美元，2016年中國公民、包括港人赴非
洲以百萬計；中國公民在地中海北岸的歐洲地
區、東岸的中東地區的投資也超過300億美元，
人數更超過700萬。但上述地區政治、軍事和社
會情況複雜，恐怖主義活動猖獗，不安全不穩定
因素突出，中國內地及香港人員和投資的安全保
障需求巨大。吉布提基地有利於為中方人員、包
括港人和重要設施提供及時、高效、全面的保
障，為國家保障海外權益提供有效依託。

最後，吉布提基地可以為國家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重要的安全支點。在「一帶一路」
戰略中，地中海──亞丁灣──北印度洋航線，
每年承載中國與歐洲、北非、中東、北美之間價
值6000億美元的海上貿易，是「一帶一路」名
副其實的大動脈。吉布提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交
通要衝，扼控紅海進入印度洋的咽喉曼德海峽，
屬於推進「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過往商船一
般都選擇在吉布提港停靠和補給。中國在吉布提
建立保障基地，正正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
推進提供堅強保障，促進中國和「一帶一路」沿
線國的經貿往來，實現共同繁榮。

吉布提基地助中國保國家和港人利益
昨日是立法會今個立法會會期最後一次會議，目

前尚有大量項目待審議，反對派議員卻就劉曉波出
國治療問題，提交呈請書及動議休會辯論，全部被
主席梁君彥拒絕。反對派的舉動明顯僭越立法會議
員職權，干預內地事務，再以操弄政治議題干擾議
會正常運作，製造無謂的新政爭，與特首林鄭月娥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努力背道而馳，不利立法會聚
焦經濟民生發展，不符合市民的利益和期望。

根據基本法第73條，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制
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
和公共開支；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
論；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立法會亦獲授權同意
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並有權
彈劾行政長官。顯然，作為「一國兩制」下特別行
政區的立法機關，本港立法會並沒有就內地事務進
行監督、質詢的職權。反對派議員針對內地特定事
件要求休會辯論，根本依法無據，立法會不是干預
內地事務的政治舞台。再者，反對派一向強調，
「一國兩制」下，「兩制」應「井水不犯河水」，
如今反對派對內地事務指指點點，是否自食其言，
違反自己一向堅持的原則呢？

近年行政立法關係僵持，議會高度政治化，導致
施政舉步維艱，管治效率低下，受害的是廣大市
民。今個立法會會期，由於拉布流會愈演愈烈，各
個委員會均積壓大量議程。政府本年度計劃推出超
過1000億元的新工務工程撥款，至今財委會通過
不足50億元，情況堪虞，勢必造成工程費時失事
並且超支，影響各行各業的生計。有鑒於此，特首
林鄭月娥銳意引入管治新風格，強調改善行政立法

關係是本屆政府的重要工作，更坐言起行，甫上任
便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接受議員質詢，以示尊重
立法會，主動釋出善意誠意，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提升施政成效。在林鄭月娥的努力下，行政立法關
係在氣氛上的確有所緩和，市民樂見其成，期望議
員對政府施政監督與配合並重，切實讓議會與政府
互動重回正軌，以加快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造福
市民。

可惜，政府努力剛剛起步，反對派卻故態復萌，
又拿政治議題做文章，不遵守議事規則、漠視主席
裁定和勸告，在議事堂內作出抗議和拖延行動，梁
國雄更在一個半小時會議內，四度要求主席點人
數，浪費寶貴的會議時間，影響了議會正常運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來港視察，發表重要講話時
指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
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
『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
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香港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擺脫政爭，集中精
力謀發展是中央和港人的共同期望，亦是香港的前
途所在。

立法會還有大量關乎經濟民生的議案待審議、通
過，包括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增加36億元教育新
資源撥款，這些議案都與市民的利益息息相關。反
對派議員如果真的以市民的利益為重，就應該與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和衷共濟，攜手合作，把香港這
個共同家園建設好，不要再背逆民意，人為製造政
爭，破壞剛剛起步的良好互動溝通氣氛，令香港錯
失機遇，蹉跎歲月，辜負市民託付。

以政治議題干擾議會正常運作，可以休矣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