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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大球場管理問題備受關注。由於大球場草

地質素欠佳，英超勁旅曼聯取消昨晚在大球場的公開

操練。此次大球場爛地事件嚴重影響香港國際聲譽，

令香港「盛事之都」美名蒙污。康文署必須檢討管理

不善的問題，痛下決心改善並確保大球場的草地質

素，不可讓爛地事件重演。事件亦提醒，香港要高度

重視大型設施的管理保養，為公眾提供完善服務，維

護香港管理優質高效的國際形象。

大球場是全港唯一符合國際標準的足球比賽場，經

常舉辦不同種類的大型盛事。想不到竟然如此脆弱，

經過連日大雨的「洗禮」變得泥濘不堪，成為慘不忍

睹的爛地。有英國傳媒揶揄，大球場場地質素猶如上

世紀70年代英國的球場。大球場質素欠佳，來港作賽

的英超球員擔心受傷，球賽精彩程度大打折扣，球迷

既擔心又無癮，更可能影響日後國際勁旅來港作賽的

意慾。香港近年銳意向「國際盛事之都」變身，大球

場是承辦大型盛事的主要場地，在展示香港品牌形象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如果連一個草地球場也管理不

好，實在有負「盛事之都」美譽。

大球場爛地的問題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1998

年，當時的臨時市政局就因大球場草地管理不善與外

判的管理公司興訟，高院於2004年判政府敗訴，需賠

償管理公司2000多萬元。主審法官指出，大球場草地

的設計及建造都有問題。可惜，法官的提醒和巨額的

賠償並未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康文署接管大球場近

10年，全然不覺得爛地與自己的管理不善有關，只是

推諉於「連場大雨減低了保養成效」，對是否有人為

疏忽隻字不提。在香港這樣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以

「望天打卦」的態度管理大球場，存在嚴重失職問

題，必須檢討和追究。

大球場的設計、建造存在先天不足，以及本港的多

雨天氣，都給大球場的管理造成諸多困難，但是這些

困難並非不可克服，關鍵是管理者有無決心和能力。

本港馬會的草地就保養得很好，其使用頻率和維護難

度均較大球場高，但未曾出現過爛地現象，維護了香

港馬壇的國際聲譽。本港亦不乏草地管理的專家，大

球場的管理者只要正視自己管理的不足，虛心誠懇地

向別人討教，一定可以根治爛地問題，希望大球場的

管理者能夠痛定思痛，以向公眾負責的態度正確對待

困難。

未來，香港還有西九文娛區、啟德體育城等大型設

施落成，成為香港新地標。這些大型設施的管理相信

較大球場更複雜，未來的管理者應把大球場爛地事件

引以為戒，切勿因管理不善、錯漏百出而再鬧出國際

笑話，令香港國際形象受損。

(相關新聞刊A20版)

美國傳媒揭露韓亞空難死者葉夢圓被消

防車輾斃的內情，揭露美國在空難救援中

出現嚴重錯誤，導致這宗慘劇發生。對韓

亞空難，美國努力淡化事故是因為飛機故

障而引起，甚至發放葉夢圓與另一遇難者

王琳佳從機尾被拋出當場死亡的錯誤消

息，以掩蓋真相。美方有關部門必須澄清

美國在空難救援中出現嚴重錯誤的真相，

向本應生存下來的中國死難者家屬道歉，

並妥善處理中國死難者的賠償等善後事

宜，依法追究有關人員責任。

對韓亞空難調查，美國積極尋找機師方面

的失誤，其「大欺小」的辦事風格，引發韓

國極度不滿，包括朴槿惠總統等政府官員紛

紛出聲，希望美國方面透明、客觀調查事

件，以免社會對調查結果產生質疑。

對韓亞空難死者葉夢圓的死因，三藩市

當局對墜機事件的最早描述稱，葉夢圓與

另一遇難中國少女王琳佳從機尾被拋出，

當場死亡。但是，美國媒體揭露韓亞空難

死者葉夢圓被消防車輾斃的內情，揭露由

於救援人員連續犯下4個過錯，導致這宗慘

劇發生：第一，最先到場的一名消防員在

客機尾部發現葉夢圓，將她安放在靠近左

側機翼的危險地點；第二，多名救援人員

曾經過葉夢圓身旁，卻沒注意到她需要救

援；第三，輾斃葉夢圓的消防車沒配備常

規消防車上的紅外線探測設備；第四，當

時只有一名女消防員獨自駕車，違反須兩

人出車的規定。

代表三名遇難中國女學生的紐約律師泰

瑞康說：「葉夢圓被放在那裡無人看管、

保護或負責處理她的傷情。在被消防車輾

壓之前，她身上並沒有致命傷。我們知道

有數名消防員早就知道她被放在那裡，但

她被留在那裡自生自滅。」很明顯，葉夢

圓的不幸死亡，責任完全在三藩市當局。

值得質疑的是，美國不同的官方渠道的解

釋，有掩蓋美國在空難救援中出現嚴重錯

誤之嫌。

美國是世界航空最繁忙的國家之一，每

日都有世界各地的許多乘客飛往美國。美

國對韓亞空難的真相以及在空難救援中出

現嚴重錯誤，必須進行全面、深入、公正

的調查，並承擔應有責任，以挽回世界公

眾對美國航空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2版)

大球場爛地事件不可重演 空難救援出錯 美須承擔責任

開學衣食行加價 基層愁爆
每個學生「埋單」5,000元 「N無」家比綜援戶更慘

新學年加價一覽
項目 加幅 加價原因

校服 5% 原材料起價、最低工資、匯率

午膳 5%至10% 原材料起價、最低工資

文具 5% 匯率、利潤低

校巴 10%至20% 油價、保險、工資上調

資料來源︰各行各業從業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尚有約1個月又到新學年，有調
查發現，75%受訪家長對迎接子
女開學有輕微至嚴重程度的壓
力，當中46%最憂慮的是開學支
出龐大；整體而言，55%受訪者
要節衣縮食或減少娛樂，10%及
5%家長要自己做兼職又或讓子
女做兼職賺錢幫補家計，更有少
部分要向親友或財務機構借錢應
付難關。

有商場近日進行了一項「迎接
子女開學壓力」問卷調查，成功
訪問約500名家長，以了解現今
家長對子女開學前產生的壓力及
其來源。調查發現，75%的受訪
家長感到輕微至嚴重程度的壓
力，其中18%人坦言「很有壓力」
或「嚴重有壓力」，可見子女的
開學問題，已為家長構成身心的
困擾。至於壓力來源，46%人最
憂 慮 的 是 「 新 學 期 帶 來 的 開
支」，另20%人及15%人會為子女
的交友狀況及學習進度費神。

此外，調查又發現，開學開支
費用令家長不勝負荷，如書簿
費、補習班費用及學校雜費等，
分別佔開學支出的42%、20%及
14%。近一半受訪者指開學開支
佔家庭每月收入高達15%或以
上，若家庭有多於一名在學子
女，負擔將更為沉重。

10%要做兼職幫補家計

為應付新學期的支出，家長們
亦各出其謀，55%受訪者需要節
衣縮食或減少娛樂消閒活動，
10%的受訪者更需要做兼職幫補
家計，5%受訪者的子女亦需要
做兼職或暑期工幫補支出，另各

有2%家長要向親友又或銀行、財務公司借錢
應付難關。

家長攀比心態影響子女

香港青年協會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單位主任
韓曄分析指，很多港媽因為子女開學而過度
緊張，部分家長甚至出現失眠、頭痛、無胃
口及脾氣暴躁等症狀，其實很多家長常有與
其他家庭作比較的心態，他們喜歡比較子女
的成績或物質上的滿足等，以致出現過分給
予而令子女不懂體諒及不懂為家長 想。

她強調，這些喜歡比較的心態更會影響自
己子女思想上的成長，令子女變得物質化及
與同學有惡性競爭，故建議父母調整自己的
心態，不應只顧子女的成績，應注意他們的
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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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興「Free 」 網徵二手校服課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還有一個月就

開學了。通脹、人民幣匯

率上升、最低工資等因素

影響各行各業，以致校

服、膳食、文具、校巴樣

樣加價，加幅介乎5%至

20%，再加上教科書的

「重負荷」，開學「埋單」

每名學生起碼「盛惠」

5,000元，令基層家長

「愁爆」。有家長代表指，

在如此生活壓力下，「N

無人士」比綜援戶的處境

更加困難，有家庭即使父

母雙職，都只能月入萬多

元，但兩個孩子開學已用

去萬元，再加上要繳交租

金，面對開學日子逐步逼

近，家長的愁容漸深。

在各個因素的「夾擊」下，不少行業
都要加價去保持利潤。其中校巴服

務加價幅度最高，整體而言加價10%至
20%，令不少家長苦不堪言之餘，學校招
不到標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公共巴士同
業聯會執委郭思源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校巴生意在業界可謂「夕陽行業」，工資
和油價上漲令利潤微薄，「如果巴士公司
以往做校巴收三四百元，加價一成只是多
了30元左右，都未必夠填補保姆和司機工
資的升幅」。

他又指，其實業界的心態都是「做到就
做」，但隨 老一輩業內人士退休，再加
上升學人數漸少，校巴又因為有固定時
數，難以承接其他旅遊生意，「大家都是
因為生存不了，才『焗住』加價」。

「人仔」升值 校服貴30%

除了校巴，學生的校服和膳食等都要上
調5%至10%不等。承辦近300所學校校服
的「老字號」金綸校服，其東主林松坡表
示，現時做校服也頭痛，人民幣升值令物
料升價，內地工人的工資也不斷上調，近
年成本上升20%至30%不等，「不過我們
加價整體也只是5%左右，幸好我們有自

己物業，店舖不用交租。有時看到學校以
基層學生為主，我們也盡量加少一點，但
始終不加價做不下去」。學校午膳供應商
丹尼食品發言人余小姐亦指，今年受原材
料價和最低工資的連帶影響，須加價5%
至10%。

日圓雖跌 文具未下調

此外，學生的必需品文具亦要加價。天
成文具行老闆盧先生表示，文具價格整體
都算平穩，「雖然內地物價上升，但因為
生產商多，競爭激烈，所以加幅不算太
大，就算加價，幅度亦只有約5%」。至於
日圓匯率下跌，盧先生指短期內未能令香
港受惠，「因為不少公司都有大量存貨，
所以貨品價格未能即時下調，下年可能會
好一點」。

月掙萬多 水深火熱

黃大仙區家教聯會主席梁勞露娟表示，
不少家長都有向她反映開學開支樣樣加價
的問題，令不少家庭經濟壓力沉重，「普
遍飯盒要加1元，不少供應商都要賣20元
一盒，有些學校要家長預先交3個月飯
錢，這樣就要逾千元，再加上教科書用

3,000元左右，還有校服、文具、眼鏡、
鞋等，每個子女基本都要花5,000元」。

她又指，不少人以為綜援戶生活艱
苦，但在她看來「N無人士」才是真正
的水深火熱，「綜援戶基本上都有書簿

津貼，反之，有些『N無』家長雖然已
雙職工作，但一個月只能掙萬多元，但
兩個孩子開學就要1萬元，還要交租，真
的看到他們很愁，越近開學日子，他們
就越心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人為開學開支苦
惱，也有人「諗計」渡時艱之餘，還善用資源。隨

「Free 」（免費送東西）觀念開始流行，有家長也到網
上平台徵求二手校服和課本，盡量節省開支，也讓原本
將被丟棄的東西得以善用。此外，有學校募集舊衣物，
並自行聯絡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家庭，問他們是否需要這
方面的援助，以減低標籤效應，令人感到溫暖又窩心。

網友「慷慨解囊」學校回收舊物

在facebook的「Oh Yes it's free」群組上，不時都會見
到有人徵校服和課本，前者雖因「指定服裝」而較少人
回應，但課本方面倒有不少網友「慷慨解囊」，立刻約徵
物者交收，讓對方節省不少開支。

此外，黃大仙區家教聯會主席梁勞露娟亦表示，其實
不少學校都有做回收工作，「例如有學校叫學生帶舊課
本到學校作二手買賣，一般而言都可以以五折價錢購
買。此外，也有學校有二手校服買賣，一件衣服可能只
售5元，比原本200多元一套便宜得多」。她又表示，有學

校為了讓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尷尬而不敢求助，校方更在
收集二手物資後，主動聯繫有經濟困難的家庭，讓他們
可在「保密」情況下得到援助，減低標籤效應。

學生「貨比三家」批發購文具

不少中學學生會也是「慳錢幫手」，天成文具行老闆盧
先生就指，近年中學的學生會越來越積極去向文具商以
批發形式訂購文具，還會「貨比三家」，費用也因此能夠
大大節省。

■物價年年升，不少基層家長都為子女開學的龐大開支苦惱，文具方面的加價幅度雖

相對較低，但也要加5%。圖為一般文具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教科書加價令「N無」家承擔重負荷。 資料圖片 ■小學生午餐(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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