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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造謠喪操守 當局豈能裝聾作啞

港台的《頭條新聞》節目，捏造事實，嘲弄警方
囤積抗疫防護裝備卻貪生怕死，明顯是利用抗疫問
題，挑撥警隊和市民的關係。警方已致函廣播處長
梁家榮表示極度遺憾，但港台不僅不作任何道歉，
反而回應指「《頭條新聞》以嘻笑怒罵形式反映社
會現象和不同看法」，港台工會更稱「嚴正要求警
隊尊重港台專業及編輯自主」。看到港台不「認
衰」更反咬一口，有傳媒老友非常火滾，對自明

指：「做新聞的基本原則和專業操守是尊重事實，
嘻笑怒罵不是造謠的擋箭牌。《頭條新聞》造謠，
根本是立心不良，但廣播處長、商經局局長當看不
到，對市民的不滿抗議當聽不到。當局再不出手，
就是失職，公眾絕不接受。」
老友指出：「警方致函表達的不滿，是《頭條
新聞》歪曲事實，因為警方根本沒有囤積抗疫裝
備，《頭條新聞》嘻笑怒罵不是基於事實，是編
造謠言謊言，嚴重損害警方的聲譽和形象。正如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facebook 所指，『現象』
必須是事實，『嘻笑怒罵』要根據事實，捏造事
實就是誹謗。新聞工作講求尊重事實、客觀持
平。如果有事實支持，用嘻笑怒罵方式來表達，
或者誇張少少增加戲劇感，仍屬正常範疇；若嘻
笑怒罵根據的是捏造傳聞，這就犯了新聞界的大
忌，《頭條新聞》無論怎麼講，都是狡辯。至於

客觀持平，《頭條新聞》更從不遵守。幾時見過
《頭條新聞》乃至港台嘻笑怒罵一下黑衣暴徒殺
人放火呢？《頭條新聞》有無嘻笑怒罵反對派在
立法會瘋狂拉布？」
在抗疫關鍵時刻，港台作為由公帑支持運作、
由政府管轄的公營廣播機構，公然發放假消息，
製造政府部門的矛盾，這是對抗疫添煩添亂。老
友話：「《頭條新聞》是官台節目，從不宣傳政
府政策、傳遞正能量，一向陰陽怪氣，政治立場
偏頗，以挖苦嘲弄政府和建制派為能事，根本是
吃政府糧、拆政府台。這種荒謬現象，全世界就
香港獨一無二。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早前進
行的會員抽樣調查顯示，逾九成受訪者贊成取締
《頭條新聞》，是最多人要求取締的節目。可惜
港台管理層多年來充耳不聞，不斷給《頭條新
聞》節目續約，根本漠視民意，不敢作為，實在

令人失望。」
如何根治港台成為「傷港電台」的頑疾，老友
認為：「關鍵是政府該出手時要出手。港台是特
區政府商經局轄下的部門，政府有責任確保港台
按新聞原則運作，不是一句『編輯自主』就可以
『無王管』。『編輯自主』只是說政府不應干涉
港台具體的做事細節，但不代表可以無規無矩。
《頭條新聞》造謠抹黑司空見慣， 政府必須嚴肅
處理。廣播處長梁家榮身為第一負責人，必須敢
於出手，整頓家門，履行總編輯職責，裁撤《頭
條新聞》；若梁家
榮不出手，商經局
局長邱騰華就要主
動作為，不能再讓
港台製作造謠節
目、禍港殃民。」

讀材網上任拎 方便居家學習
60 機構啟動
「以讀攻毒」助學生停課不停學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全港學校一再延遲復課至不早於 3 月 16

網站資源

日。為讓數以十萬計中小學生能夠善用突如其來的「假期」，由文化
出版、體育影視藝術等界別 60 個機構合作啟動「全民抗疫，以讀攻

停課不停學

毒」活動，於網上提供逾 900 項包括免費閱讀材料、教學短片、考評

◆分級閱讀：根據學生程度提供不同閱
讀文章

習作、心理諮詢等內容，幫助他們做到「停課不停學」；平台同時提
供不少運動和飲食資訊，支援大眾一同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社及其他相關機構提供逾 900 項資源，當
中大部分為免費內容（見表）。學生、教
師、家長以及市民大眾只需安坐家中，便
能從該網頁找到閱讀、學習、考評、心理
及身體健康，以至飲食娛樂等各種資訊。

香港出版總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
會、香港影業協會、香港體育社團
聯會發起的「全民抗疫，以讀攻毒」網上
文化公益活動，昨日舉行啟動儀式，並由
活動榮譽發起人、立法會議員馬逢國，香
港出版總會會長李家駒，香港各界文化促
進會執行主席馬浩文，香港影業協會理事
長洪祖星，及香港體育社團聯會總幹事鄭
偉傑等主禮。
該 項 活 動 專 設 網 上 平 台 http://www.
readtogether.hk，分為「停課不停學」、
「以讀攻毒」、「網上生活」及「抗疫知
識」四大板塊，由約 60 個教育文化出版

由

網上學習 善用平台
活動榮譽發起人、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
指，網上學習是世界大勢所趨，也是教育
系統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故希望利用平
台，鼓勵學生善用居家時間，培養網上學
習的好習慣，配合時代發展所需。另一榮
譽發起人、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呼

■「全民抗疫，以讀攻毒」網上文化公益活動昨日舉行啟動儀式。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籲，社會應齊心協力，共抗新冠肺炎威
脅，跨越是次難關。
馬逢國提到，新冠肺炎導致全港學校停
課，期望透過網站集合各界別相關業務，
為學界灌輸正面態度，讓學生能在停課期
間利用平台吸收新知識，維持學習習慣。
他表示，感謝各機構無私奉獻，為平台提
供各種資源；亦希望公眾能夠善用平台，
作為學習的工具。
李家駒表示，疫情嚴峻，不少機構均彈
性上班，學校亦需停課，令數十萬學生的
學習受到影響。
他表示，該平台籌備了約一星期，能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疫
情下大中小學及幼稚園都已停止面授課
堂，改為網上教學。而香港大學工程學
院更進一步，使用一套創新的在線 VR
（虛擬實境）互動系統，讓學生不論身
處何地都能進入 VR 教學空間，以更高
的投入度及成效，學習與虛擬實境相關
的工程知識。
該在線 VR 互動系統由港大工業及製
造系統工程系於今年農曆新年後完成佈
置，結合港大學者自行研發的「imseCAVE」虛擬實境科技與 Zoom 在線交
流平台，透過跨煤體合作，加強在線虛
擬授課與學習的成效。
現時，港大有兩個由該學系提供的虛
擬實境相關選修科使用有關系統，學生
不論身處何地，都可透過手機、平板電
腦等裝置進入教學空間及參與課堂，老
師亦可同時使用系統接駁多個設備，包
括虛擬現實系統「imseCAVE」、白板

■ 港大工程學院使用在線 VR 教學平
台令學生更投入課堂。
港大圖片
及各種軟件等，向學生講解課程及展示
多媒體內容，如視頻、3D圖像等。老師
在講課的同時，學生可透過即時圖文傳
輸軟件，將問題張貼於直播畫面上，讓
老師、助教或其他同學回應，營造良好
的學習氣氛。
港大指，兩個選修科的學生對網上虛
擬課堂表現積極，踴躍參與答問環節，
參與率超過 80%；工程學院院長趙汝恒
表示，系統為新的網絡互動教學奠基，
期望今後能推廣到其他院系。

教聯會抗炎新歌唱出正能量
為鼓勵學界
齊心抗疫，向社
會提供正能量，
教聯會昨日發佈
新歌曲《全力抗
炎》，一眾理事
以歌聲打氣；歌
詞結合多點疫情
須知，提示各界
「 互 相 減 少 見 ■教聯會一眾成員粉墨登場，以歌聲為抗疫打氣。 教聯會影片截圖
面」、「口罩裡
外要分辨」、「洗手確實太關鍵」，又勉 把影像化為旋律，將感動變為歌聲，加上
勵大眾「危難裡我哋成一線，讓光輝一再 抗疫生活提示，期望以此鼓勵香港以至全
中國社會，並勉勵學界同工緊守工作崗位
閃」。
《全力抗炎》由過往曾多次改編歌詞、 之 餘 ， 亦 要 保 重 身 體 ， 齊 心 「 全 力 抗
以流行曲教授科學知識的教聯會理事林伯 炎」。
有關歌曲片段，可見於教聯會 fb 專頁：
強作曲，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及林伯強合作
填詞。林伯強昨與香港文匯報分享指，在 https://www.facebook.com/134697926584672/
新聞片段看見內地上下齊心抗疫的情景， posts/2729980227056416/
讓他感動不已，因而萌生作曲念頭；故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心理做好抗逆 身體更能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市民既怕受感染，又憂心防疫用
品不足而到處張羅，負面情緒爆發。嶺南
大學應用心理學講座教授蕭愛鈴提醒，過
量負面情緒會影響有效執行防疫措施，恐
慌更會令人作出非理性行為，得不償失。
她引述其過往因應沙士醫護進行的研究
指，心理抗逆力得分較高者，身體中免疫
體含量亦較高，有助他們於防疫過程中免
於受傷或生病，對今天疫情也甚具參考價
值。
身兼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蕭愛鈴指，

心理失衡長遠禍害可能比病毒更嚴重，故
應提升抗逆能力及建立強大的心理資本，
從而有效抗疫。
她認為，心理資本中抗逆力在抗疫困境
中尤其關鍵，是人們適應困難和從挫折中
恢復的能力，更是身體免疫力的指標。其
研究團隊過往便曾訪問 773 名來自香港和內
地醫護人員，量度他們的抗逆力以及多項
有關工作和生活質素的重要指標，研究亦
有採集部分曾在沙士時期患病護士的唾液
樣本，化驗他們身體中免疫體（IgA）的含
量。

該研究結果顯示，抗逆力得分較高的醫
護，身體中的 IgA 含量亦較高，以致他們較
不容易在防疫的過程中受傷或生病。有關
研究對今天的疫情具參考價值。
至於如何提升抗逆力，蕭愛鈴建議市民
可從五方面入手，包括適量了解疫情資
訊；同時保持鎮定別讓疫情主導情緒；亦
要開拓視野，對傳聞應尋找更多證據，不
要盲信更不要亂傳；在承受巨大壓力時，
暫時不看有關疫情的訊息，轉而做家務或
聽音樂等；而親友互相慰問和勉勵亦十分 ■蕭愛鈴提醒，過量負面情緒會影響有
重要。
效執行防疫措施。
嶺大圖片

◆在線學習：免費線上課程、教學短片
與習作、各種公開講座回顧、網上功
課輔導及一對一補習

以讀攻毒
◆為讀者提供圖書試閱、免費有聲書、圖
書優惠以及各類讀書活動訊息

網上生活及抗疫知識
◆提供抗疫、健身、食療等生活資訊
資料來源：
「全民抗疫，以讀攻毒」
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
冠肺炎疫情下，消毒物資屢傳嚴重
短缺，有中學老師利用網上教學，
指導學生製作 200 樽酒精消毒搓手
液，並轉送給區內有需要的社福機
構及單位，幫助弱勢社群，令學生
學習更具意義。
本港學校受疫潮影響而停課，
其中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
三中學，便安排老師以視像會
議、即時網上授課、視頻學習及
上載錄影片、教材及功課等，讓
學生在家繼續學習「停課不停
學」。
其中該校 STEM 數理科技組主
任吳嘉和更拍攝教學影片，教導
學生在家製作酒精消毒搓手液，
並由老師上門收集同學的製成
品，最後師生合共製作出約 200 樽
搓手液。
校方並聯絡所屬社區中的老人
院、社福機構及屋苑代表等單位
贈送製成品，希望為有需要的弱
勢社群送上溫暖，未來亦想購買
更多原材料，繼續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相關教學片段可瀏覽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InCW3XXDes。

圓玄三中老師拍片 教製搓手液贈社區

VR 教學課堂 學生踴躍參與

在短時間內成立是教育界、出版界、影視
界等團結的成果，不僅能夠支援學生學
習，亦能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他強調，
平台的設立只是開始，未來將繼續加強內
容，為社會提供正能量。
馬浩文表示，世界各地的頂尖教育均以
閱讀為重，希望平台能夠發揮推廣閱讀的
作用；洪祖星指，影視界對社會事務亦非
常關心，未來亦會結合影視界力量，以影
像、歌聲等形式為社會灌輸正面訊息；鄭
偉傑表示，體育活動有益身心，故期望平
台提供的運體資訊，協助學生、市民達到
排解壓力、養成良好運動習慣的效果。

◆網上考評：提供幼兒至中學文憑試程
度的網上考評、為應屆考生提供考試
指導及心理諮詢

■圓玄三中學生根據老師的網上教
學片段，在家中自製酒精消毒搓手
液，學以致用。
學校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