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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南大地震后，台湾当局规划实施全台老屋
健康状况检查。台湾屋龄 30 年以上的老屋约有 370
万户，“推倒重来”以求新生不大现实，而参与都市更
新计划周期又较长。一些台湾设计师主动出手，对老
屋进行创意维修整建，以较低的成本，使之焕然一新。

荒废老街变身文创生活圈

昔日荒废的老街区，通过设计师的妙手改造，也
能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创意生活圈。台中市西区美村
路117巷5年多前因许多老屋闲置倒塌而沦为治安死
角，飞车抢劫时有发生。在台湾范特喜微创文化公司
的打造下，老旧空屋变身雅致手工作坊、工作室，成为
台中新亮点。

范特喜创办人钟俊彦希望通过“活化”老旧建
筑，经营生活创意聚落。目前该公司在台中美村
路、中兴街区的 4 个据点，共改建 27 间老屋，并引
入50家文创店铺。

美村路 117巷是范特喜首个据点，钟俊彦选择从
这里开始，原因在于一号店屋主正是他的姐姐，他曾
想将房子装修好出租，但过了半年仍少人问津。直到
将房子改成小店面与工作室，在雅虎拍卖网上不到一
个月就全部租出。

范特喜公司陆续在 117 巷承租，并打造 6 间老
屋。钟俊彦说，“改造量在20%—30%才能保留街区原
本的生活样貌。”为融入小区，钟俊彦对街坊居民做生
活问卷调查，众人普遍反映路灯照明不足，且有治安
疑虑。他便将墙面照明调转角度以照亮路面，并加装
监视器，将众人避之不及的巷弄变成文创生活圈。

在台湾作家刘克襄看来，老屋改造提供了都市更
新的思路，而都市更新应有不同的模式。每个地方的
建筑师想法不一样，会做出不同特色的空间。要考虑
如何经营这样的空间，不要变成台湾的老街现象，即
做的事情、卖的东西都一样。如此看来，“范特喜与进
驻业者之间的对话是值得注意的。”

老屋改造要考虑住户需求

近年来台湾当局鼓励老屋拉皮（以水泥、瓷砖或
大理石等建筑材料改造房屋老旧外观）、外加电梯。
台湾新锐建筑师吴声明说，台北30年以上的老房子，

多半是四五层楼的水泥公寓。很多人觉得很丑，却没
有太多方式处理。

吴声明至今共经手 5个老屋新生的案子，他认为
设计的对象不是房子，而是住在里面的人。建筑师要
考虑住户的使用需求，结合科技的力量，提供安全、永
续、舒适的住所。

“老屋不是死了，只是病了。”吴声明说，无论都市
更新或是整建，都是要让城市继续活下去。通过改
造，不仅快、有效率、保留巷弄纹理，还可让居民成立
管委会监督自己的房子。

在吴声明看来，老屋整建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
邻居可以互相沟通；二是拉皮让房子变漂亮；三是加
电梯。但老屋改造的核心是结构补强，让房子变得更
健康，而变漂亮只是附加值。此外，现在节能环保备
受推崇，要让改建后的房子提升性能。

关于老屋改造的未来发展，吴声明有大胆的设
想。他说，处理连栋老公寓改造时会做垂直、水平
结构的钢构补强，电梯是外加的垂直活动空间。这
让他想到也可以打掉阳台后加做水平移动的轨道，
在垂直与水平的轨道上，根据住户需求规划成不同
主题的公共空间，如阅览室、烧烤空间，住户可通
过应用软件预约使用。“以目前的技术，这些都是可
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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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社会
学系教授赵永佳所说，因为缺乏系统研究，香港公
共议题的每次争议都会出现“罗生门”式的众说纷
纭。此次事件更是如此，一些政治组织利用事件大
肆炒作，博取眼球。

比如，激进组织“热血公民”趁机搞“事件营
销”，更借此宣传非法的“公投制宪”。“本土派”激
进分子温皓宗则在其社交媒体账号转载学生自杀新
闻，称“死前请积极考虑上街战斗”，又声言“如果
不打死现在的政府，政府就会用压力打死你”，更称

“趁现在最好就立即去学校门口招揽新血”。
激进组织“青年新政”召集人也趁机“抽水”

（利用事件谋取利益），称学生轻生是“我们”做得
不好，还煽情地表示“请给哥哥姐姐一点点时间，
让我们拨乱反正好吗”？

还有激进组织煽动“复仇”。支持激进“本土派”
的社交媒体专页制作图文称：“活下去，不是为了生
存，是为了留性命报仇。”煽动非法“占中”的“学民思
潮”成员黄之锋等人，自然也不放过这机会，伺机将问
题矛头导向政府官员和香港的教育制度。

个别教育团体如教协等，趁机批评教育局“后知
后觉”、支援无力，将责任推到政府身上，把教育部门
当靶心。更有人表示学生压力与教育制度“扭曲的结
构性问题”有关，借此为自己的激进行为找理由。

借学生自杀悲剧进行政治炒作的冷血行为，已
经激起社会公愤。一位市民悲愤地表示，真正的悲
哀，莫过于这些家庭的悲剧，演化为持不同政见团
体对付政府的“武器”。

香港《文汇报》近日发表社评称，学生轻生，一宗
也嫌多，学校、家长、老师乃至社会团体，都应该给予
青少年更多的关怀和指引，如果硬要将事件与政府施
政扯关系、画等号，利用悲剧进行“政治抽水”，便是对
逝者及其家人的二次伤害。 （本报香港电）

③学生需要关怀及指引
悲剧不应被“政治抽水”

半年24出自杀悲剧，反对派趁机捞取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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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席补选结果本
周末即将揭晓。前“立法院副
院长”洪秀柱、国民党代理主
席黄敏惠等4人迈过党员联署
门槛，成为候选人。国民党正
处于最迷茫的时刻，党内深蓝
和本土派分歧加剧，路线之争
浮出水面。这届党主席任期
虽只有 1 年 5 个月，但由谁来
做，却关系到国民党将往何处
去，未来能否再起。

虽然有 4 位候选人，但两
位男候选人在实力和名望上
都有较大劣势，这场选举看似
仍是“两个女人的战争”。洪
秀柱作为“大选”参选人被换
下的经历，此时反而成为她参
选党主席的利好。“换柱”之
前，洪秀柱已充分展现自己，
她对国民党困窘现状的深入
剖析，加上鲜明泼辣的性格和
极具感染力的语言，都令人印
象深刻。她主张国民党应该
重拾创党精神，拒绝对绿营和
民粹拿香跟拜，勇敢地将两岸
路线往前推进，深得深蓝支持
者之心。

4位候选人中，洪秀柱人气最高，以目前
国民党党员结构来看，挺柱的黄复兴系统就
占了八九万人。而“换柱”更令许多党员觉
得，“国民党欠洪秀柱一个公道”。不过，洪
的劣势在于得不到国民党高层支持，这也是
她此前会被强行撤换的原因。国民党内的

“本土派”认为洪的主张过于激进，会把国民
党推向民意的背面，因而“防洪”动作频频。

而黄敏惠正是本土派最终协调出的“防
洪”代表。黄敏惠此前出镜率虽然不高，但
从2008年起就担任国民党副主席，现在又担
任代理主席，还有嘉义市长任上的历练，实
力不容小觑。黄敏惠主张国民党应走“中
道、包容”的路线，某种意义上，正是洪秀柱
最为反对的妥协路线。黄敏惠的优劣势和
洪秀柱正好相反，黄得到本土派大佬们或明
或暗的支持，但她未能展现出领袖群伦的个
人魅力，也未能对“国民党如何重拾核心竞
争力”这一重要问题给出解答，论述能力远
逊洪秀柱。

对这场选举来说，无论结局如何，争权
夺利最要不得。国民党已走到生死存亡之
际，选党主席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救亡图存。
沉疴需用猛药，国民党必须选出一个有足够
魄力、能力和胸怀的党主席，给多年病根
下一剂对症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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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北
市府倡导性别
平权、家务共
享，票选性别
平 等 代 表 动
物，公企鹅最
获青睐。其为
孵蛋不吃不喝
站 立 守 护 60
天，体重瘦下
20 公 斤 的

“ 暖 爸 ” 形
象，受到网民
肯定。

中新社发
钟 扬摄

范特喜公司改造老屋过程保留很多旧有元素，
以守护老屋的“岁月感”。 （范特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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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3月 21日电 （记者
邰背平）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民
建联） 21 日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
数”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市民消费信
心大幅下跌，重回 2008 年金融海啸
时的低水平。

自 2004 年 10 月开始，民建联就
香港市民对消费前景的信心定期进行
调查，上一次调查在去年 6 月进行。
最新一次调查在今年1月5日至18日
期间，利用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 729
名18岁及以上人士。

指数内容包括回看过去1年及现
在的“目前状况指数”、展望未来的

“消费者预期指数”，以及综观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综合消费者情绪指
数”，3项指数均以100定为中性，高
于100为正面，低于100为负面。

调查结果显示，上述3项指数同
告急跌。“目前状况指数”由上次调
查的 74.5 跌至 58.5，“消费者预期指
数”由 76跌至 60.3，“综合消费者情
绪指数”由75.4跌至59.6。

民建联指出，3项指数分别重回
2010 年底及 2009 年 3 月底的水平，
其中“消费者预期指数”更是 2008
年9月金融海啸后的最低纪录。

对于香港短、长期经济前景，调

查结果发现悲观者大增。对于未来一
年的香港经济前景，持负面看法的受
访 者 由 上 次 调 查 的 45.3％ 增 至
61.9％；对于香港未来 5 年的经济前
景，持负面看法的也由上次的36.9％
增至48.3％。

民建联表示，香港的旅游、零售
及贸易等行业的大幅放缓局面已持续
一段时间，楼价也从去年第四季起持
续下跌了近一成。市民在经济不明朗
的负面情况下，肯定已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导致消费信心大幅下跌。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认为，
香港未来必须停止内耗，集中精神推
动经济发展，包括抓紧国家“十三
五”规划及“一带一路”的发展机
遇，为香港企业、年轻人及各阶层创
造新业务和就业机会。

新华社台北3月 21日电 （记者
何自力、柳新勇） 你知道台湾最有特
色的“生态亲子步道”和民众最爱上
网分享的“森林游乐区”吗？21 日
是世界森林日，台湾博物馆、台湾环
境资讯协会等向社会公布5条全台特
有生态亲子步道与十大民众最爱上网

分享的“森林游乐区”。
台湾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六成。

台湾农业主管部门林务局依坡度平缓
度、路程和困难度，首度与大众分享

“5条全台特有生态亲子步道”，分别
是：宜兰松罗步道、花莲佐仓步道、
台中斯可巴步道、南投涩水森林步

道、嘉义塔山步道。
岛内一家电信公司通过对大数据

分析，公布全台十大民众最爱上网分
享的森林游乐区，依序是：合欢山、内
洞、垦丁、太平山、阿里山、武陵、富源、
东眼山、大雪山、池南森林游乐园。

林务局副局长廖一光提醒民众在
假日休闲走访山林时，应要有“无痕
山林”的概念，对山林环境善尽关怀
责任，减少对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
冲击与破坏。

香港公布消费信心指数

台湾森林飨宴受追捧

从去年秋天新学年开学至今，香港不幸发生了 24 名学生轻生的悲
剧。仅3月前两周，就发生7宗跳楼自杀事件。这些年轻人中，有小学六
年级的11岁孩童，也有即将步入社会的22岁大四学生。这些学生在最青
春的年纪结束生命，令人扼腕痛惜，也令社会反思。但一些政治团体趁机
利用事件捞取政治资本，把悲剧“政治化”，其冷血行为引发社会反感。对比往年，学生轻生的个案数字骤升，短短半

个学年已达24宗，比2014/15学年的10宗、2013/14
学年的 12宗高出一倍多。现在的学生到底有多大压
力？遇到心理困扰时应如何求救？同学、朋友、父
母、学校甚至社会又该做些什么？带着疑问，记者
走访了在校学生和教育界学者。

3月8日，一名12岁的中学一年级男生吴旻键从
新界天水围的家中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他因学业问题不开心，轻生行
为无可疑。

在吴旻键生前就读的屯门佛教沈香林纪念中
学，一名同样就读中一的女生茵茵告诉记者，虽不
认同吴旻键的轻生做法，但她很能体会作为中一学
生所面对的压力。茵茵说，小学与中学的课业难度
差距较大，再加上一下子对新学校、新老师及新教
学方法都不太适应，原来成绩优秀的她现在常常感
到功课吃力。她向记者展示周末的补习班排课表，
仅有周日上午是她可自由支配的空余时间。

在茵茵看来，课业不够优秀，父母及家人就会
对她失望，于是不知不觉中，她已经背上了这份压
力的“包袱”，不知如何卸下。

今年自杀的 24 名学生中，有 4 名都是中一学生。
曾任职教育局的鲜鱼行学校前校长梁纪昌说，小学升
中学的这一年犹如暴风期，许多学生可能会因为与旧
同学分开、读书环境不适应等出现情绪问题。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副总监罗亦华也表
示，现在学生上课时间比以前长，要参加很多课外
活动，且九成与学习有关，因此玩乐的时间大大减
少。青少年面对的挑战和压力都比上一代多，因此
社会不能单纯认为学生抗压能力低。家长应该检视
子女的学习模式是否合适，也不应只以课业成绩判
断子女是否成功。

而除了中学生，“熬”过了中考、高考的大学生
也同样常为学业及生活所困。2015 年 9 月至 10 月
间，香港中文大学为 3543名本科及研究生进行心理
健康普查，其中 860名显示有一定程度的情绪问题，
大多与学业或校园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有关。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
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能将自杀现象简单化、漠视长
期因素影响。他认为，香港近年落实的学制改革，
导致学生读大学时年龄仍小，因此未必能成熟地处
理学习环境的改变及人际关系等。

3 月 10 日，香港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与中学界、家
长、学校事宜委员会代表等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教育
局宣布推出 5项措施，包括成立由中小学、大专院校、
家长及专业人士组成的专责委员会，了解及分析学生
自杀成因，预计半年内提交报告；为学校及家长安排5
场研讨会；安排教育心理学家到校举办讲座；成立专
责团队到校加强支援；加强宣传，提倡珍惜生命等。

吴克俭重申教育局对此类事件“责无旁贷”，并反
复向青少年呼吁“珍惜身边所有，勇敢面对逆境，坚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已有5名学生于本学年内自杀的香港中文大学也

举行紧急危机处理会议。校长沈祖尧与管理层落实
成立专责委员会，全面检视学生的精神健康及辅导问
题。沈祖尧更领导危机处理小组，即时增聘精神科医
生及专业辅导员、设置深宵辅导热线，并主动联系所
有高危个案，以尽早找出及协助有情绪问题的学生。

现年 40岁的韦赛姬任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
会资深危机辅导员已有 7年，她将企图自杀者所陷入
的情绪问题比喻为黑洞，“当他们在一个黑洞里不想
出来，你强硬拉他出来是没有用的，只能放下身段，钻
进那个黑洞与对方平起平坐，陪他一起面对问题”。

韦赛姬分析说，对一个绝望得决定要自杀的年轻
人来说，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而她
的辅导，就像是侦探查案般，寻找让对方不舍得离
开的蛛丝马迹，进而锁定保护他们的要素。

②教育局5措施防悲剧
困境时可求助辅导员

①学业和生活压力加剧
易诱发学生情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