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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競技職業化一方面意味着在制度層面
認可這一新生事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電子
競技正式納入國家監管體制，其屬性由原來
的盈利性逐漸轉變為盈利性和社會性共存的
取向。因此，政府相關部門為了確保網絡遊
戲的健康發展，盡量避免不良信息影響到青
少年的健康成長，應當建立嚴格的網絡遊戲
強制分級制度。網信部門要結合各地實際，
對開發的遊戲娛樂軟件根據其所包含不健康

內容的程度和多寡來區分等次，從而指導和幫助家長將青少年隔
離在各種不健康的網絡遊戲之外。通常來講，網絡的不健康內容
包括血腥、暴力、幽默、侮辱、酗酒、藥品、煙草、賭博和性等
九類主題，並以此界分不同網絡遊戲的類別，對不同類別向家長
提供相應的建議。對於那些包含較多不健康內容的，應當禁止青
少年參與，否則將處以相應的法律制裁。
基於青少年成長的特點，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強制網絡遊戲服務
者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標準，在網絡遊戲開發之初，採取技術措
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觸不宜參與的遊戲及功能，限制未成年人連
續使用遊戲的實踐和單日累計使用遊戲的時間，禁止未成年人在

每日的0:00到8:00期間使用網絡遊戲服務。另外，基於家庭對於
青少年成長的重要作用，也應當強制網絡遊戲服務者在符合國家
法律規定、允許青少年參與的網絡遊戲中開設子母賬號，也即是
對於青少年進入網絡遊戲應當採取「陽光政策」，進行特別公
示。同時對於青少年進入特定遊戲賬戶，應當採取子母雙賬戶模
式，即是要求青少年在家長陪同下以兩個賬戶的形式進入虛擬遊
戲空間，其中母賬戶只賦予監護和觀察功能，子賬戶允許遊戲競
技，這樣可以加強網遊流程監控。
網絡是教育青少年成長成才的新型虛擬平台。國家的發展進

步，青年人是關鍵。網絡好比一塊田地，不耕耘莊稼，就會長雜
草。今天你「吃雞」了嗎，成為時下中小學生交流的主要話題。
主管部門要緊跟青少年流行方向，教育部門要將符合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體系的話語，通過網絡遊戲的形式，融入青少年的日常
生活。可以會同網信部門，在遊戲開發之初，在尊重開發者的思
路和架構的前提下，合理融入符合青少年成長階段特點的價值取
向，並在學校的「第二課堂」中，增設「電子競技」興趣班，引
導青少年合理利用時間，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防止一味地在圍
堵網遊進校園上下功夫，轉變思路，嘗試探索疏導的路徑，爭取
主動去引導校園內「網絡遊戲」的健康發展。

電子競技職業化背景下防止青少年沉迷網遊

今年是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
攻堅的最後一年，我們要堅決響應「精準扶
貧、精準脫貧」的號召，「擼起袖子加油
幹」，持續打好扶貧脫貧攻堅戰。
一是在香港建立香港少數民族文化中心，

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創造
性地開展工作。恰逢新年之後新冠肺炎殺
到，香港市面出現搶購潮，導致一罩難求。
南亞裔的基層女性更成為被遺忘的對象，出

現求助無門的慘況。本人看在眼裡，急在心上，捐資於全球搜購
到20,000個口罩，並聯同地區組織、教育中心，免費派發予香港
南亞裔基層女性以及有需要的香港市民，以解燃眉之急。同時透
過活動在港推廣共融文化，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區。
希望通過建立香港少數民族文化中心，加大廣西少數民族侗族
文化（侗繡、侗畫、侗茶）的傳承、保護、宣傳、推廣和發展力
度，發揮好香港作為世界最自由和最開放的經濟體優勢，助力廣

西侗族全面開放發展，讓少數民族貧困婦女早日脫貧，讓祖國優
秀的民俗文化走向世界。
二是建立完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廣西居住着壯、瑤、

苗、侗等12個少數民族。千百年來，這裡的人們保存和傳承着古
老而完整的手工織繡技藝，位列「四大名錦」的壯錦、色彩斑斕
的瑤錦、立體生動的侗繡等，都是廣西民間織繡技藝的代表，而
侗繡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何保護、傳承並發展傳統的民族文
化，是當前面臨的難題。希望通過建立完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
料庫，加大廣西少數民族侗族文化的保護及傳承力度，進一步加
強廣西桂繡的普查工作，解決民族傳統文化面臨失傳的危機，保
護好三江侗族刺繡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好美麗三江，進一步打
好扶貧脫貧攻堅戰。
三是將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非遺文化傳承，推介到香港校園，

培養香港青少年的愛國情懷，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
以香港君文化機構為平台，推廣愛國主義教育，使愛國情懷一代
一代傳承下去。

精 準 扶 貧 脫 貧 務 實 開 展 工 作
彭芷君 廣西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

湖北省武漢市自2019年12月疫情爆發，中央在較短時間，採取國家動員、迅速調配資源、湖北各地封城等措
施，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努力，疫區中心的湖北省除武漢市之外已經全部解除封禁，武漢市也將於4月8日解除封
城，目前企業復工復產、居民恢復正常生活的準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陳文傑

20202020年年33月月262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B5

從抗疫效果來看，國家在疫情防控上打了
一場漂亮的保衛戰，動員有力，表現出色，
在相對較快的時間內控制住了局勢，中國已
經成為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抗疫行動取得這
樣理想的結果，是內地體制優勢得到有效發
揮的具體體現，也是內地國家治理能力迅速
提升的一大標誌，毋庸置疑，足以讓我們港
人感到振奮和驕傲。
目前香港防疫形勢嚴峻，據香港特區衛生

署資料，截至3月25日下午，香港確診新冠
肺炎病例累計410例。我們能從內地經驗中獲得哪些教益和啟示呢？
戰勝巨大疫情不是靠什麼疫苗和靈丹妙藥，而是靠社會迅速動員、
眾志成城的團結努力。
今年初，在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悲壯的，大量人員感
染，社會充滿恐慌不安的情緒，如何應付危機，政府和社會都沒有
現成可抄的作業。但國家一聲令下，全國16省市區採取「一省包一
市」的做法，派出了總數超過四萬人的醫療支援隊伍，沒有一個地
方袖手旁觀、坐視不管；醫護人員不懼生死、慷慨逆行，沒有一個
人畏戰不前、罷工辭職；湖北全省各地居民也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禁
足在家，沒有吵吵嚷嚷、抗議違反的情形。這種前所未有的動員能

力令人驚奇佩服，七天建設千張床位雷神山、火神山醫院，29個小
時建設萬張床位方艙醫院，這種種雷厲風行的措施，全力以赴的行
動，得以迅速控制消滅疫情。相比之下，我們香港在內地暴發疫情
後，一些反對派勢力叫囂封鎖關口禁止與內地往來，一些缺乏職業
操守的醫護人員掀起罷工；相比之下，特區政府如何強化動員能
力，政策如何強力推行，社會如何消除雜音和掣肘的力量，這是我
們香港急需努力去修正的方向。
維護社會穩定不是靠什麼文宣品和口號，而是靠政府真正參與和融

入基層社區治理當中。
湖北全省封城，幾千萬人在家生活如何保證，廣大普通民眾的情緒

如何安撫，這份作業內地是如何做好的呢？答卷就是政府工作深入社
區和網格化管理。這次疫情發生後，湖北全省的公職人員都被動員起
來，深入到各個社區擔任社區志願者，廳局級幹部執勤當門衛，處級
幹部帶頭爬樓梯送菜送藥，大批公務員六十天過家門而不入，危機不
僅沒有讓社會分裂變成一盤散沙，反而在共同的困難面前官民一體、
魚水情深。這一切都得益於內地多年來實施的社會網格化管理改革，
打通了社區治理的最後一道門，讓政府扎根進入社區，不再懸浮於社
區之外，面臨重大危機時，能夠讓更多公務員貼近基層，迅速響應居
民訴求，收集一手民情民意，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這種從群眾中
來、到群眾中去的做法，在應對社會危機面前極為有效，是我們香港

應該努力學習和社會值得借鑒的地方。
疫情防控靠的不是強制和嚴厲管控，而是整個社會的風雨同舟、共
赴國難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疫情發生後，很多西方政要和媒體隔岸觀火，把疫情和政治掛鈎，
他們把中國採取的封城、旅行禁令和強制檢測等防控手段視作對公民
自由的嚴苛打壓，對中國防控做法進行攻擊。但是等到疫情蔓延到歐
美的時候，他們也不得不學習中國，啟動同樣的手段。香港的反對派
勢力和媒體也曾和西方聲音一唱一和。因為他們不明白，中國人民與
政府的合作，其實是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起作用。災難面前，中國政府
落實疫情防控措施，做到人往基層走、錢往基層投、政策往基層傾
斜，贏得了民意民心，普通老百姓也以感恩之心熱愛自己的祖國，支
持自己的政府。中國戰勝疫情的成功秘訣就在這種上下同欲的命運共
同體意識當中，也是我們香港應該努力學習和借鑒的寶貴經驗。
一次公共衛生危機，不僅沒有觸發人道主義災難，反而進一步使國
內整個社會團結起來。這次內地的疫情防控戰，是社會治理體系發揮
出有效作用的必然結果。有一個優越的社會制度、一個堅強有力的政
府、一個真正為民服務的治理體系、一個扎根在民心民情中的政府公
務員隊伍，才能構建出豐富暢通的社會溝通管道，才能及時的把握、
疏通和化解危機，消解恐懼，才能讓國家和民眾有充分的信心，團結
努力，戰勝一切困難。這個啟示是這場疫情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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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6月份修例風波以來，香港面
臨了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考驗。一些激
進分子的極端暴力行為嚴重踐踏香港法
治，嚴重觸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令人痛心的是，部分香港年輕人得寸進
尺，變得越來越激進暴力，其背後的原
因，除了一系列積累已久的社會問題，
還有別有用心的人士的不良煽動以及本
地及西方網絡和社交媒體的不實報道

等。撥亂反正，刻不容緩。如何推動香港社會早日重回正
軌，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成為當下我們最關心、最
重要的議題。對此，我有以下兩點建議：
一是推動特區政府及各有關部門依法加強網絡監管，建規

立章推動網絡環境健康有序發展。進入21世紀，互聯網的發
展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諸多便利，但互聯網世界內，一些別有
用心的網絡謠言及煽動性言論，成為影響香港社會穩定的重
要元素。在此次修例風波中，由暴亂幕後黑手與暴徒炮製的
謠言，顛倒黑白，煽動暴力，誣陷栽贓，禍害深遠，將香港
一步步推向深淵。我認為，網絡並非法外之地。特區政府應
依法加強網絡監管，重拳打擊網絡謠言及煽動暴力的言論，
同時應及時檢視現行法律的不足，健全完善網絡監管相關的
法律法規，依法嚴懲網絡罪行，使居心不良的幕後黑手無所
遁形，助力香港社會重回正軌。同時，我們在香港教育發展
上也應該改革創新、建規立章，慎防教育界中的害群之馬毒
害我們的新一代。
二是中央惠港政策受惠的對象大多是商界，基層市民很少

受惠，因此我建議着力建設一批以中國特色命名的世界一流
社會公共設施。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港英政府
曾以英國皇室、英國社會賢達命名興建了許多社會公共設
施，例如維多利亞公園、瑪麗醫院、英皇御准賽馬會等等，
這些設施都深深地影響着香港人，特別是青少年一代的成
長。另外香港人口現今已達到750萬，貧窮人口超過100萬，
將面臨人口老化、公共設施不足及老化、基層人士向上流動
更難、老百姓醫療費用及養兒育女的成本百上加斤的問題，
因此，期望中央政府能夠大力推動特區政府建設一批以中國
特色命名，並具備世界一流水準、高質量的社會公共設施，
例如學校、醫院、養老院等。希望通過改善民生的舉措，增
進老百姓的家國情懷，也希望減輕老百姓生活上的負擔，紓
緩一些遺留已久的深層次問題。
對於當前香港的狀況來說，怎樣萬眾同心、共同抗疫，怎

樣利用逆境化為順境，怎樣與老百姓和好如初、團結一致，
怎樣帶領社會各界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將是今後工作
發展的重中之重。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所說，「香港
精神一直在，香港優勢仍然在，國家支持始終在」。作為香
港青年，我們要堅定信心，凝聚愛心，萬眾齊心，為國家出
力，為香港盡責。我們堅信，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
特區政府的正確帶領下，在全體同胞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定
能早日戰勝疫情，渡過難關，重回正軌，並在背靠祖國面向
世界的更大格局中再次騰飛再創輝煌。

雲維熹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 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

引入高科技產品提高中小學幼兒園校園安全

2019年全國各地屢次發生針
對中小學生和幼兒園兒童的惡
性事件，造成多名學生和幼兒
傷亡，令人痛心。針對校園暴
力頻發，李克強總理曾經專門
做出重要批示，校園應是最陽
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園暴力
頻發，不僅傷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也衝擊社會道德底線。

教育部要會同相關方面多措並舉，堅決遏制漠視人
的尊嚴與生命的行為。
2月28日，在全國學校安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要求，夯實防護基礎，狠抓學校

「三防」建設。要嚴格按照學校安全防範工作規範
要求，加強人防、物防、技防，強化安全基礎建
設，提升安全防護能力。
長期以來，內蒙古自治區各級黨委、政府始終把
學生的安全問題作為重要工作，堅持以人為本、全
面防控、依法治理、分類應對、突出重點的原則，
建立科學系統、切實有效的學校安全風險防控體
系，切實擔負起學校安全管理職責，避免意外突發
事件危害到孩子們的安全。
筆者認為，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
面：一是安全守護時長不足，目前學校保安人員的
安全防護主要集中在上學與放學期間，學生集中返
校與離校時段，其他時段缺乏安全防護；二是異常

行為識別困難，只靠學校保安人員，難以在上學和
放學的複雜人群中，對犯罪嫌疑人及行為異常人群
進行準確識別；三是身份辨別難，接送學生的家長
身份識別及核對難，容易被不法分子冒充；四是應
急處置傳遞效率低，事件發生後，信息的傳遞效率
不高，難以保障應急處置的及時性。
為此，筆者建議，首先要加大投入，強化「三
防」建設。教育部門要嚴格按照學校安全防範工作
規範要求，為中小學和幼兒園配齊安保人員及必要
的安全防護裝備器械，嚴格落實門衛值守、內部巡
查等制度，嚴防無關人員和危險物品進入校園。門
衛不能成為擺設，不合格、不發揮作用的要堅決清
理、更換。其次，要大力推進視頻監控系統與屬地

公安機關聯網工作，確保實現一鍵報警，及時聯動
處置。第三，引入人工智能高科技產品，預防校園
內外惡性事件發生。此類高科技產品通過安裝在學
校門口或者學校周邊，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平
台，對視頻監控的內容進行分析，可以對「異常人
員、異常行為和管制刀具」等危險源進行識別並發
出警示。第四，在資金方面，可以動員社會各方面
力量，採取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學校配合，企業或
者公益機構捐贈方式。
中小學學生和幼兒園兒童的人身安全事關千萬家

庭幸福和社會和諧穩定。學生和兒童的安全管理工
作責任重大，要靠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讓
「安全」成為校園的天然屬性。

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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