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令學生先後經歷停課、網課、短暫復課和半日面授上課，青協

昨日公布「中學生開學適應」調查，發現逾半受訪學生壓力指數偏

高，相關人數百分比為10年最高，另有二成受訪學生有輕度至嚴重的

焦慮傾向。調查機構指，今年學生面對染疫和追趕成績的雙重壓力，

同時疫情亦為學生帶來另類危機：有女生停課期間與同學到酒店玩

樂，遭同學拍下裸照流傳，社工界呼籲家長多留意子女情況、調節自

身期望，學校亦宜適量縮減考測範圍，予學生逐步適應，減少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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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追趕成績 學生壓力爆煲
青協指兩成人有焦慮 憂染疫又驚成績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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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茶餐廳
行財部 張橋鍵

香港不但素有「購物天堂」的美譽，也是蜚聲中
外的美食之都。香港人「識飲識食」，餐飲業自然
也精益求精，愛喝早茶的有茶室酒樓，喜歡市井鑊
氣的有大排檔，還有各式海鮮酒家……來香港工作
後，茶餐廳成為我就餐的經常選擇。

茶餐廳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見證了香港的世態
變遷。港式茶餐廳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當時香港受西方飲食風格影響，出現了提供
仿西式食物的廉價冰室，結合中餐特色進行改良，
逐漸演變成現在的茶餐廳，把中西美食包羅於碗筷
刀叉之間，成為東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縮影。那些
藏匿於街頭巷尾、堅如磐石的老字號，歷經了歲月
和無數老饕們舌頭的考驗，始終人氣不斷。不同的
食物在舌尖旋轉跳躍，帶來的是美味體驗，是生活
方式，是情感溫度，也是城市感受。

茶餐廳體現了香港人效率至上的精神。茶餐廳在大
街小巷隨處可見，據說2011年便有超過2,200家，與
香港爭分奪秒的生活節奏十分合拍。上班前，到茶
餐廳來一份醒神早餐，滑嫩鮮香的炒蛋、烤得微焦
的多士，配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或香港獨有的特色絲
襪奶茶，開啟一天元氣生活。上班族午休時間短
暫，到辦公樓下的茶餐廳叫一份套餐，在有限的時
間裏，享受無窮的美味，慰藉腸胃。晚餐時分，茶
餐廳裏依舊忙碌，這時可見各色食客，有悠閒用餐的
街坊，有忙碌一天的白領，有甜蜜約會的年輕人……

茶餐廳是不同年齡階層人們的心靈家園。它為人
們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滋養着人們的精神，從一
頓簡單的茶歇，轉變為一個承載着強烈情感的象
徵。在充滿壓力的日子裏，茶餐廳是舒口氣的心靈
避風港，是冷暖人間的加油站，是奔波生活的歇腳
點， 就算一個人也絲毫不會感到孤獨與尷尬，讓
人找到一些歸屬感。不同的人對茶餐廳有着不一樣
的理解、不一樣的感受，但似乎又萬變不離其宗。
它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已經融入香港的生活和文

化中，飽嚐人生的甜酸苦辣，承載着港人難以忘記
的時光。

茶餐廳還是香港飲食文化的代表符號。它是港式
警匪片、愛情片甚至恐怖片的常用片場，《陀槍師
姐》、《花樣年華》、《阿飛正傳》等影視劇都有
茶餐廳的身影。在茶餐廳還能感受到它的港式文
化，白飯叫「靚仔」，白粥叫「靚女」，還有「炒
底」「飛邊」「走青」「行街」等各種「暗號」，
剛開始還真讓我一頭霧水，知道其中含義後，覺得
真是形象好記又充滿想像力。如同香港電影、音
樂、時尚等流行文化一樣，茶餐廳九十年代隨着港
商開始了北上征程，在內地城市遍地開花，受到內
地食客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鍾愛，可以說是香港的又
一張文化名片。

近年來，購物商場等新型商業模式的競爭，以及
人工租金的上漲、街頭運動的肆虐、疫情的反覆，
對飲食業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小本經營、薄利多銷
的茶餐廳更是首當其衝。特區政府雖向業界提供資
助，但不少茶餐廳仍在經濟嚴冬中苦苦掙扎，有些

只能無奈結業，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極大的遺憾。
一個秋日的午後，我走過上環一處街道，沿途有

好幾家茶餐廳已經成為了歷史。那些經常幫襯的食
客難免感到遺憾，可舌尖上的味蕾依然對着記憶開
放，也許懷念的不只是某種味道，真正懷念的是那些
時光悠閒靜好、街坊鄰里熱情親近的歲月。仍然希望
它能陪伴着我們走下去，繼續見證香港的繁榮穩定。

■港式茶餐廳。 中通社

青協在今年9月至10月期間訪問了
4,443名中學生，了解他們的開學適

應狀況。結果顯示，以壓力指數10分為
滿分計，約52%學生自評7至10分，較
去年高約10個百分點，人數百分比亦是
近10年最高。
面對新學年，約77%學生表示最擔心

應付測驗或考試，其次是成績未如理
想、休息時間減少、在家網上學習怕追
不上學習進度、疫情持續擔心受感染。
在焦慮情況方面，約21%學生有輕度

至嚴重程度的焦慮傾向，較2018年結果
高6.5個百分點，相關徵狀包括容易疲倦
和乏力、容易緊張和着急、感到煩亂或
驚恐。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指，學生一
方面應對考試測驗、追趕學習進度，亦
擔心染疫，雙重擔憂令學生的壓力和焦
慮明顯增加。
青協學校社工組分隊隊長林錦芳分享學

生個案時指，有女生提及去年難以適應網
課，與朋輩關係亦一般，今年升讀中二成
績雖然名列前茅，卻很擔心退步，「家長

未有察覺異樣，對女兒的期望是『維持小
學時的（好）成績』，成為壓力源頭」。
她續說，該女生後來對其他同輩的目

光感到壓力，難以入睡，出現焦慮，但
又要扮作沒事，最終情緒爆煲，「對讀
書緊張的同學而言，疫情後開學要追學
業，會帶來一定壓力和焦慮」。至於對
學業不太看重的學生，有部分人上網課
時只是「掛機」，學校根本監管不了。

有女生被拍裸照拒上課

林錦芳更透露，疫情下會出現另類危
機，例如有中學生於停課期間到酒店玩
樂，「男男女女在同一個酒店房，有女同
學沖涼時，被男仔影了裸照，相片亦傳開
給朋友」。事件令涉事女生十分難堪、憂
慮，拒絕上課，最終要報警求助。
林錦芳指，年輕人普遍較少主動分享

自身困難，家長宜多留意觀察，並調節
對子女的期望。徐小曼則建議學校調整
課程進度，適量地減少測考範圍，減輕
學生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因應疫
情發展，全港學校正以半日形式上課，
但一眾跨境生仍未能回港上課。在新學
年點算新生數目（俗稱「數人頭」）的
程序上，教育局作出特別安排，只要學
生有參與網上學習就可計算在內。經點
算人數後，全港有6所公營中、小學共
需要縮減6班。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
表示，與過往的安排一樣，局方透過
電子系統及到校點算，核實公營中、
小學的實際在學人數。考慮到跨境學
生及非華語學生因疫情暫時未能到港
上課，故在本學年點算實際在學人數
時，只要他們有參與網上學習或遙距
學習活動，亦會點算為在學學生，而
在點算時，教育局考慮了個別學校過
往的收生情況。
發言人指，經10月點算在學學生人
數後，相對本年4月就2020/21學年建
議批核的班數，全港共有3所公營小學
需要下調各1班小一班，共減少3班；
在中學方面，亦有3所公營中學需下調
各1班中一班。相關學校分布在不同地
區。
就小一學齡人口回落，教育局由
2019/20學年起開始實行針對性紓緩措
施，包括放寬學期初點算學生人數後需
減班學校的批班準則，由25人一班下
調至23人一班，並會隨該屆別學生逐
年推展至小六。另一項針對性紓緩措施

則是在2019/20至2024/25學年期間，因小一學
生人口下降以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
如在下學年開始前未能透過現行處理超額教師機
制獲吸納，或在他校覓得教席，可獲保留最多3
個學年。

「
數
人
頭
」計
網
課

6
中
小
學
需
縮
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阿茲海默症
至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傳統的研究
在判斷分子靶標是否可應用於藥物開發方
面存在局限性，例如在分子和病理研究
中，患者腦部會被當作一個整體進行分
析，但不同類型的腦細胞及其異變對該病
的作用往往被忽視，尤其是一些數量較
少，例如僅佔腦細胞總數5%的小膠質細胞
及1%的內皮細胞等。香港科技大學研究與
發展副校長葉玉如領導的研究團隊近日終
於解決了相關問題，更同時在內皮細胞和
小膠質細胞發現了多個潛在的新分子靶
標，可用於開發相關藥物。
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簡稱

AD）是常見的腦部退化性疾病，目前全球
患者超過五千萬，其病理學標誌包括在患
者腦部出現澱粉樣(Aβ)蛋白的沉積和神經
原纖維纏結。如果異常蛋白長期積聚，會

導致細胞功能障礙，出現記憶力喪失、溝
通困難、身體能力下降等，最終導致死
亡。
葉玉如的團隊利用單細胞轉錄組分析技

術，分析AD患者遺體大腦中特定細胞的功
能，結果找到與AD相關的細胞亞型和病理
途徑，並發現在大腦血管中內皮細胞亞群的
作用，更首次發現血管自然的增新程序和內
皮細胞亞群中的免疫激活與發病機理有關
連，顯示血管失調與AD之間存在聯繫。研
究人員同時發現了新型分子靶標，有助恢復
患者的神經動態平衡。
團隊還分析了細胞因子「白介素 33」
（IL-33）的作用機制，它是重要的免疫訊號
蛋白，有機會發展成為有效治療AD的新藥
物。研究發現IL-33可以通過刺激小膠質細胞
特定亞型的生長，促進對澱粉樣蛋白的清
除，從而改善病徵，更在小膠質細胞轉化為

一個負責去除病原體的吞噬狀態機制方面取
得了突破性成果。
該論文已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和
《細胞報告》發表。葉玉如表示，要深入剖
析疾病發病機制的困難之處，主要在於大腦
細胞組成非常複雜，單細胞技術的發展為研
究人員提供了更好辨識分子靶標的新工具，
有助推動AD新療法的開發。

■葉玉如(左二)及其研究團隊。 科大供圖

科大揭阿茲海默治療新靶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香港以往長
期填海造地，人造海堤持續增多，但海堤在
夏季退潮時溫度過高，其PH酸鹼值不利於海
洋物種棲息。為改善本港海堤生物棲息的環
境，城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兼化
學系環境毒理及化學講座教授梁美儀率領團
隊，利用放置人工生態組件的方法，成功提
升海堤生物鏈的物種多樣性，為香港海域的
生態修復貢獻力量。該研究成果已經刊登於

國際期刊《海洋污染簡報》及《全球生態學
及生物地理學》。
研究團隊用磚、面板、潮汐池、鎧裝組件
及蠔殼籃等人工組件，擺放在垂直或傾斜的
海堤上，從而給藻類植物、無脊椎動物及貝
類螺類提供生長空間及營養物質。磚塊按2.5
至5厘米厚度區間，設置三種不同的溝槽和
縫隙，為海洋生物提供微棲地，能有效解決
退潮時溫度太高使藻類死亡的問題；藻類及
微生物豐富會吸引魚類捕食，從微生物等食
物鏈低端的源頭，即可豐富香港沿海堤岸的
生物多樣性。
研究人員發現，人工組件上的物種增加了

19％至51％不等；生物數量亦有大幅度增
加，由59％至416％不等。團隊亦留意到，磚
塊設置於高緯度地區及低緯度地區帶來的生態
多樣性影響有差異，前者會吸引靜止的生物進
入棲息，比如藤壺、管蟲等，後者則會吸引多
動的生物進入生活，例如珊瑚魚等等。
梁美儀表示，這是全港第一個生態海堤研

究項目，當中人工生態磚塊的支撐架是以玻
璃纖維及碳纖維製作，磚塊於以色列及澳洲
訂製，兩者成本較高，研究過程也有很多困
難，例如在為香港各地區的海岸線設置人工
生態磚塊實驗組時，需要徵求每個海堤牆的
所屬機構同意，進而發現每一面牆都屬於不
同機構，包括土木工程署、康文署、港鐵
等，需要逐一申請，手續非常繁瑣，「幸好
有關機構認同我們的研究，主動協助團隊設
置研究模型，才得以順利完成。」過程中，
研究人員經常日曬雨淋，到海堤考察，跌
傷、刮傷已是常事。
梁美儀提到，香港是「全球海港研究計

劃」試點城市之一，該計劃亦在倫敦、三藩
市及悉尼等全球14個海岸城市設置相同的實
驗磚塊，進行為期12個月的研究。研究的前
兩個部分已順利完成，包括在屯門、馬料
水、西貢等地設置人工生態磚塊，第三部分
的研究將會在荃灣進行，預今年年底完成。
另外，由於團隊發現方向朝西的海堤，因
夕陽日照問題令海洋生物難以生存，目前正
與建築師合作將磚塊加上遮陽擋板，預計一
年半後會有成果。

■梁美儀及其研究團隊展示五種不同的人工
生態組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青協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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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生態海堤」助生物多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