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76歲的生果搬運工人被懷疑
醉駕司機撞死，事件令公眾極度痛心
和憤怒，有網民怒斥涉事司機曾經因
酒後駕駛而被罰停牌，仍然未有汲取
教訓，最終釀成悲劇。事件再一次令
人質疑，現時醉駕的刑罰阻嚇力是否
不足，故此令悲劇不斷發生，不少司
機仍然以身試法，令一個又一個家庭
留下遺憾。

現時，危駕導致他人死亡的最高
刑罰為罰款五萬元、監禁十年，通常
這些危駕導致他人死亡的司機會被判

監兩至三年及停牌，看見此等刑罰，
我們不禁要問，這樣 「輕」判涉事司
機，能有效懲罰他們的過失嗎？刑罰
能於社會起到警惕作用，阻嚇其他司
機不要危駕、醉駕嗎？

筆者認為，近年社會不斷發生醉
駕、危駕導致他人死亡的事件，社會
應該重新反思，現有的法例，尤其是
刑罰是否已經不合時宜，是否應該修
例提高罰則，用重罰來防止罪行發生
呢？儘管政府近年積極宣傳醉駕帶來
的禍害，但只有宣傳、沒有重罰的情

況下，要令到司機們自律殊不容易。
筆者從前喜歡不時與朋友出外飲

酒聊天，身邊就有不少朋友酒後仍然
駕駛，完全沒有半點酒後駕駛危險至
極的警覺性。

近年，筆者確實看見身邊一些朋
友開始有 「飲酒，就不駕車」的習慣
，這對於常人而言已是常識；可是，
對於一些好酒人士而言，下班、工作
後飲酒是他們的習慣，他們當中是否
全部都會遵守 「If you drink, don't
drive」的規則呢？

生活在香港社會，工作多、壓力
大， 「飲兩杯」放鬆一下，可謂無可
厚非，但是如果飲酒，就千萬不要駕
駛的意識方面，香港人其實還不夠強
；只要一小撮人沒有遵守法例，悲劇
始終都會再發生。當宣傳、好心相勸
無效之時，提高罰則，或者是最可行
的方法；而且奪走他人生命，本身已
是頭等大罪，輕判犯罪者，何以對得
起死者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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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關注新來港人士聯席會議
召集人

道
華許處理人口老化刻不容緩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秉
堅梁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香港，出席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並出席歡迎晚宴等活
動。值得留意的，就是關於張德江委員長在出席特區政府的歡迎晚宴前，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10
名立法會議員會面。在 「泛民」 獲邀出席宴前會面的消息早前傳開後，筆者就十分留意 「泛民」
議員的回應，他們的反應，實在令筆者有點失望。

青年有話說＞＞＞

聚焦經濟民生是港人心聲

醉駕刑罰阻嚇力不足

青年宜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紅雨停課事件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創會主席

松
傑高

人口老化是全球面對的重大問題，醫
療科技發達，長者愈來愈長壽，現時香港
六十五歲及以上的長者比例，在18年後將
上升至百分之三十，而他們的需要亦與日
俱增，政府對於長者的各項支出如醫療、
福利等亦相應增加。

其實香港政府對於長者服務的劃分十
分全面，但投放資源尚有可增進的空間，
例如港府早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
以 「醫療券」形式資助70歲或以上長者到
私家醫生（診所）求診，政府或應考慮將
資助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以便有更多的
長者受惠。另外，亦會否考慮以津貼的方
式協助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去處理牙科問題
，如定期檢查或訂製假牙？政府能否在此
方面作深入的探討？

長者非負擔而是瑰寶
事實上，長者並不只是單方面的索取

資源，長者本身亦擁有一定的潛能，假如

有適當的安排，我們可以善用他們的知識
和經驗去服務社會上其他人士。在日本，
有一間社會企業聘請有農業經驗的長者，
去收集各種樹葉並批發售賣予高級日本料
理餐廳，香港社會能否循上述方向開展一
些發揮長者潛能的服務或社會企業？這亦
是我們需要面對的重要社會課題。

早前社會上曾發生不少獨居長者及長
者夫婦家庭發生致命意外的新聞後，社會
上有聲音要求要多關注長者的生活狀況，
例如增加資源在長者外展服務，安排更多
的職員或義工尋找社會上的隱蔽長者並跟
進。

誠然，資源的增加十分重要，但當我
們要求社會要多些關注社區上長者的生活
狀況時，身為社會的一分子，你又有多關
注他們，古時孟子有云： 「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願景是希
望人們在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應忘
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的老人。而在

撫養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時，亦不應忘記其
他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但在現今
社會中，真正做到的人又有多少？

本人希望大家在看到這篇文章，能以
關心父母的態度去關心身邊的長者。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香
港，出席五月十八日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主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
、人民銀行及外交部作為支持單位的 「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並擔任主題演講嘉賓
。活動探討此戰略宏圖帶來的全新機遇，
研究香港 「超級聯繫人」角色，並匯聚多
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領袖、決策官
員，以及來自內地、香港、東盟及其他地
區的商界翹楚和國際機構代表作演講嘉賓
，分享心得。

筆者近日翻查資料及參與不同的專題
講座了解詳情。 「一帶」是指 「絲綢之路
經濟帶」； 「一帶一路」政策是一個經濟
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由國家主席習近
平於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

「一路」是指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所以 「一帶一路」是兩者的簡稱。 「一
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涵蓋總人口約44億

，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約164萬億港元
），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

香港真正的優勢在於，它是一個國際
化大都市，經濟已經充分融合進全球經濟
，有非常國際化的營商網絡和環境，特別 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往歷史悠

久，了解所在國的法律法規、風土人情、
商業及投資規則。

香港擁有大量國際化的專業管理人才
，特別是在普通法系統下培養的國際經濟
法人才、投資融資人才、項目管理人才、
財務管理人才、通信技術設備管理人才。
即是說 「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欠缺的國
際化專業管理人才，正正是香港的優勢。

筆者認為在香港面臨經濟下滑的情況
下，向上流的機會已不多了。青年更應把
握機遇，主動對 「一帶一路」尋求了解，
借助 「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所涉及的專
業知識、管理經驗、國際化人才，發揮香
港優勢，以實現自己的夢想以向上流動。

除了劉慧卿及李國麟之外，何秀蘭以及
梁家傑在開始的反應，予人感覺就是 「怕」
。怕什麼？當然是怕去見領導人，會得失選
民，尤其是態度日趨激烈的選民。身為懂得
爭取、懂得放下身段的從政者，如果為了避
免一些流言蜚語，而不做正確的事，那麼這
些議員還算懂得政治嗎？

儘管 「泛民」議員出席宴前酒會與領導
人會面，筆者還是認為他們的策略不夠完備
，只停留於政治宣傳的層面。根據媒體報道
， 「泛民」於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之日召
開記者會，將交代向委員長表達 「若干訴求
」。身為從政者，表達政治訴求可謂是無可
厚非，只是政治問題並非社會問題的全部，
解決反對派口中的所謂 「政治問題」，亦無
助解決社會當前的困境。

市民慨嘆經濟下行 憂生計
自近期經濟開始轉差，除了不少企業老

闆、中產經濟壓力大增，基層打工仔的生計
同樣受到影響；難得領導人視察香港，如果

筆者是民主黨、公民黨以及工黨的成員，一
定會把握機會，把市民的生活苦況轉達予領
導人，希望中央繼續支持甚至加大支持香港
，一方面又繼續表達政治訴求，既不失原則
，又能真正反映社會問題。

事實上，雖然大家從傳媒的報道、互聯
網當中，總是會看見形形色色的政治新聞，
但是真正最影響市民的，其實是民生經濟問
題，筆者身邊有不少從事不同行業的朋友，
都慨嘆經濟下行，他們的生計大受打擊，他
們最希望特區政府能解決，或者中央政府能
協助的，就是改善經濟民生，以及老大難的
房屋問題。筆者不知道這些問題對於 「泛民
」議員而言是不重要還是不夠搶眼，如果要
真正反映到港人的訴求，試問經濟、房屋問
題是何等重要？

還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就是新一屆立
法會選舉的投票日，現時各黨派的種種行徑
，相信當中必定有政治計算的成分。筆者明
白，不少 「泛民」都怕與中央、特區政府接
觸，會予人親近建制的感覺。筆者明白，但

筆者並不認同，從政者要做的，從來不只是
討好市民，而是為市民、社會作出正確的選
擇。向領導人反映訴求，如果只道出政治問
題，就如同只讓別人看錢幣的其中一面，既
不理想，也不符合社會利益。

糾纏政治問題對社會無益
今次領導人訪港，對於 「泛民」而言，

其實是一個 「攞分」的機會，如果他們能恰
當地反映港人訴求，不但能使支持者滿意，
亦能予人有風度的感覺。反之，如果一味撈
政治本錢，爭取民生訴求上只得到 「零分」
。溫和派的 「泛民」需要明白，立法會選舉
中決定他們成敗的，不是每日喊打喊殺的激
進選民，而是一直保持沉默而又人多勢眾的
中間選民。他們要在立會選舉中報捷，必須
認清事實，不要永無止境地糾纏於政治問題
，而忽略支持者非常關心的民生經濟議題。

政治就是溝通、平衡，如果只靠吵吵鬧
鬧就能謀福祉，反對派早已 「大功告成」了
吧！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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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菁英會副主席、互聯網專業協
會副會長、華人大數據學會秘書長
、香港青聯科技協會常務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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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上星期二，天文台在早上七時多發
出紅色暴雨警告，十分鐘後教育局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消息。由於當
時小朋友已經上學，部分學校不讓當時
已剛返到學校的小朋友進校，甚至請家
長回校接走已在學校裏的小朋友，更有
學校因為繼續上課而遭到政黨批評。

筆者在街上也聽到不少人批評教育
局處理失當，指教育局應該在早點宣布
停課，避免混亂。身為家長，筆者認為
把責任全推在教育局身上不大公道。因
為教育局雖然有指引要求學校應該把兒
童留在安全的地方，學校自己不執行，
未必是教育局可以控制到的。小朋友狼
狽地回到學校而不得其門而入，這反而
更不理想。

筆者在臉譜（Facebook）上見到不

少家長投訴辛辛苦苦回到學校，因為學
校給家長壓力要他們接走小朋友，結果
不單打亂他們的上班時間，甚至擾亂他
們的早上會議安排，家長不滿也是正常
。教育局反而應該研究是這些不讓小朋
友進校的學校是否合理。

學校用IT保持溝通效果好
至於某些學校選擇讓抵校的小朋友

如常上課，但是當天不計遲到也不計缺
席，也是合理決定。因為某些學校在八
時前開始上課，在七時四十五分宣布停
課時，大部分學生已經到校，甚至已經
差不多回到學校。假若大部分小朋友回
到學校，老師和他們正常上課，學校安
排小朋友照正常學校時間表吃午餐及放
學回家也是合情合理的決定。筆者不認
為學校當天如常上課很有問題。

記得當教育局宣布停課之後，筆者
在七時四十七分收到家教會群組通知所
有家長當天如常上課，到了七時五十五
分校車姨姨已經來電表示按平日接送放
學。學校在八時四十五分透過學校網頁
及家長群組宣布午餐及放學等詳細安排
，以及所有課外活動取消。放學後，我
才知道只有一名小朋友缺席，即是說當
時大部分小朋友已經到達學校，學校決
定也是正常。學校的快速反應，不單是
學校有完善的處理機制，更是學校懂得
運用通訊科技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的效
果。

批評還批評，也要夠公道，並真正
對應問題所在。

▲着重改善經濟民生問題是港人心聲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昨天舉行

▲社會上有聲音要求更多關注長者生活狀
況 資料圖片

▶76歲生果搬運工送院搶救不治
資料圖片

◀天文台上周二發出今年首個紅雨警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