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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民群組「反赤化．反殖民」成員發起的所
謂「廣東道驅蝗行動」，昨日 在鬧市喝罵內地旅
客「返大陸」、「落地獄」，大批警員沿途不斷
勸諭旅客到附近商舖暫避，亦有不少商戶要暫時
關門。本港作為國際著名的旅遊中心和購物天
堂，理應廣迎四方來客，豈能對旅客惡言相向甚
至以侮辱言語辱罵？一小撮示威者的「趕客」行
為不但損害本港旅遊聲譽，更是倒「香港米」，
港人絕不會認同。他們在大庭廣眾下惡意騷擾內
地旅客，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及刑事恐嚇法例，執
法部門應調查事件並追究刑責。社會更應警惕激
進勢力藉所謂徵收陸路入境稅爭議及騷擾內地
旅客等伎倆，損害兩地關係。

旅遊及相關產業為本港社會創造大量的財富和
職位，2012年本港的旅遊業總收益就高達3,065億
元。海內外旅客鍾情來港旅遊，除了因為香港是
聞名遐邇的國際旅遊和購物中心外，亦由於港人
一向以文明有禮見稱，令旅客賓至如歸。昨日極
少數示威者公然在大街上滋擾、辱罵內地旅客，
已嚴重損害本港的旅遊形象。旅客來港消費竟然
無辜被辱，將令其他旅客對來港卻步，直接打爛
旅遊及相關業界人士飯碗。在其他地區都在想方
設法爭取內地旅客之時，極少數人卻在香港「趕

客」，這是罔顧市民利益、倒「香港米」行為，
廣大市民絕不認同。

香港是法治社會，搞事者不但騷擾內地旅客，
更令到不少商戶受影響被迫暫時關門。這些破壞
社會秩序的行徑已經逾越了法治界線，違反了公
安條例中有關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的條文。根據
香港刑事罪行條例，只要行為有「使受威脅者或
其他人受驚」，就可能構成刑事恐嚇。搞事的人
揚言要對內地旅客噴發「殺蟲水」，要他們「落
地獄」，其組織自稱為「滅蝗行動」，所言所行
都明顯帶有威嚇的意味，性質極為嚴重。執法部
門應嚴肅跟進，追究相關人士的法律責任，以捍
衛本港的法治尊嚴，不能讓極端分子以為肆意狙
擊內地旅客不必付上任何代價。

必須看到，這次行動表面上只是一小撮網民組
織，但昨日卻看到多個激進反對派的政黨團體參
與其中。聯繫到早前「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提
出針對內地旅客的所謂「陸路入境稅」，之後就
發生了昨日騷擾內地旅客的行動，反映激進勢力
正在發動一系列針對內地民眾的行動，企圖製造
矛盾，挑起兩地民眾的對立，阻礙兩地社會經濟
交流，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

（相關新聞刊A1版）

趕遊客倒香港米 搗亂秩序須追究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網誌中表示，亞洲四

小龍之中，以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最快，但該
國大量輸入外勞，本港要作取捨。實際上，
本港面對一些行業和工種人手緊缺以至窒礙
經濟發展的情況，應盡快研究在不影響本地
工人就業和合理收入水平下，適當輸入外
勞。一刀切反對輸入外勞，將阻礙香港經濟
發展，導致本港工作職位減少，最後受害的
是本地工人。

曾俊華以「香港經濟發展的限制和優勢」
為題撰寫網誌。他指出，在「亞洲四小龍」
當中，以新加坡增長速度最為突出，平均增
長6%，但該國過去十年大量輸入高、中、
低層次外勞，達120萬人，佔整體工作人口
逾三分一，又大量填海造地。眾所周知，土
地和人力成本向來都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
本港面對缺人缺地的困難，人力供應不足將
阻礙香港發展，如香港經濟要維持高增長，
社會就要在輸入外勞取得共識，並作出適當
取捨。新加坡大量輸入外勞已成為該國經濟
增長優勢。當然，香港經濟不能與新加坡經
濟簡單比較，但新加坡輸入外勞的成功經驗
值得本港借鑒。

針對本港老齡化及勞動人口不斷下降的趨
勢，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去年 10 月就未來
人口政策展開為期 4 個月的諮詢。政務司
司長、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
娥不久前指出，本港勞動人口將在 2018
年 出 現 負 增 長 ， 生 產 力 難 以 進 一 步 提
升，將未能維持每年 4%的經濟增長，有
必要優化現有人口政策，包括研究如何在不
損害本地工人利益的前提下，因應需求輸入
更多外勞。

現時本港建造、零售、飲食及長者護理等
行業都面對「有工無人做」的情況。在不損
害本地工人利益的前提下，如何能夠令現時
輸入勞工機制更有效、更能切合香港經濟發
展的需要，是需要研究的課題。中環及灣仔
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工程超支嚴重，初步
估計總超支成本之中，人工佔約三成、逾
21 億元。香港未來數年建造業人手短缺的
情況將會持續，且不說建造業人手短缺令建
築成本飆升，事實上建造業一些工種就是出
高薪也請不到人。因此，不應一刀切反對輸
入外勞，對一些「有工無人做」的行業和工
種，應適當輸入外勞。

香港「有工無人做」 需適當輸入外勞

A4 重要新聞

相伴跑足10公里
「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手」

參加馬拉松並非健全人士的專利。年幼
時因意外失去雙臂的楊小芳（24

歲）及自小失明的蕭凱恩（17歲），以往
各自跑過渣馬10公里賽，都是由健全者為
她們領跑，但昨日卻由小芳自動請纓擔任
導跑員，並在另外2位健全的女學生陪同
下，帶領凱恩出戰10公里賽，充分體現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眼」。

無手繩掛肩 邊跑邊提示
視障人士參加長跑，一般都要與領跑員
一齊跑。與一人跑步最不同的，是要緊貼
對方的節奏，留意自己的步速，與對方保
持一致，向終點進發。領跑員與視障跑手
用一條繩聯結，通常保持半個身位的距
離，以相同步速緊貼前進。小芳沒有手，
導跑繩就斜斜掛在肩上，凱恩則手握繩，
盡量貼近小芳的腳步。
小芳邊跑邊提示凱恩路面狀況，轉彎、
斜坡都要及早提示，衝刺時還要負責開路
和擋風，讓凱恩順利完成比賽。

讚跑手聞「借借」願讓路
小芳在賽後表示，昨日晚上都有點緊
張，但不是因為要帶凱恩而緊張，而是擔
心自己中途雙腿會痛，「雖然腿是疼，但
都能完成賽事，所以很感動」。她續指，
賽事沿途並沒有太大困難，但由於賽道跑
手多，加上部分路面凹凸不平，其間曾數
次遭其他跑手撞開，情況危險，最擔心拍
檔會跌倒。為了順利安全避開其他跑手，
小芳及另外2位領跑員都會高呼請跑手讓
路，「其他跑手聽到我們喊叫『借借』，
他們都願意讓路，讓路後，他們還會替我
們打氣」。
要跑完全程需要一點毅力，「身邊人」
的鼓勵很重要。凱恩和同伴合作愉快，令
她十分難忘。她非常感謝楊小芳及另外2
位「陪跑」的女學生，「她們給予我很大
鼓勵，經常說『凱恩，你可以的！』」她
又感謝教練指導，以及支持她參賽的團隊
成員。小芳及凱恩都希望透過行動鼓勵殘
障人士參與運動，宣揚傷健共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失去了視力，有人可能會覺得人

生便是黑暗絕望。但昨日「渣打

香港馬拉松」中，失去雙臂的楊

小芳及自小失明的蕭凱恩卻結伴

完成10公里賽事。她們以行動證

明，「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

眼」，只要有同伴攙扶同行，同

樣可以引發出正能量，照亮前

路。

名人跑「領袖盃」高永文奪精神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專為領袖和名人而設的2

公里「領袖盃」是「渣打香港馬拉松」的另一重頭戲。超過
40名來自商界及社會的領袖昨日出戰領袖盃，一同為慈善起
跑，當中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行政會議成員陳智
思、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渣打香港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洪丕正、即將退休的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等，陣容非常龐
大。
「嘉柏控股有限公司」Jennifer Harvey三度奪得領袖盃冠

軍，「來寶集團」的Yusuf Alireza則奪亞軍，及「東方海外
貨櫃航運有限公司」的董立均則獲季軍。
另外，經過各領袖互相投票，今年「領袖盃—最佳馬拉松

精神獎」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嘉柏控股有限公司主
席詹康信、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院管理局主

席梁智仁及香港防癌會主席朱楊珀瑜奪得。
第四年參加渣打馬拉松名人賽，為各機構籌款的高永文表
示，為了應付比賽，練跑了至少4次至5次。早前自嘲自己運
動細胞不太發達的高永文採取「專心跑，不要與人鬥快」的
策略應戰。雖然在賽後暫時未知成績，但他形容天氣不翳
焗，適合跑步，又指馬拉松項目是提醒大家運動的重要性，
但跑手須因應個人體能及身體狀況、生活方式，慢慢訓練去
參加賽事。
而即將退休的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亦同樣參加「領袖盃」

賽事。他指，自己今日的表現一般，都是半行半跑。他透
露，多年前曾經參加10公里馬拉松，紀錄是1小時27分，他
聲言，如果不做校長，便會參加10公里賽事，但笑言自己未
必能保持這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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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為助
殘奧運動員籌募出戰2016里約熱內盧奧
運的經費，近200名「齊撐殘奧精英」
的參加者昨日參與渣打馬拉松的10公里
賽，當中更包括蘇樺偉、陳成忠、張耀
祥及趙國鵬4名殘奧金牌得主，首度參
加渣馬的陳成忠表示，今次賽事是很好
的經驗，期待下一年能繼續參加。

200人挑戰10公里賽
今年獲得渣馬主辦單位、香港業餘田

徑總會及渣打銀行全力支持的「齊撐殘
奧精英！」籌款活動是為了協助香港傷
殘運動員出戰2014仁川亞洲殘疾人運動
會及2016里約熱內盧殘奧會，昨晨近
200名參加者齊齊於8時正準備出發，挑
戰今屆渣馬10公里賽。
今次參加者中更包括多名現役及退役

的傷殘運動員，96年殘奧的「金牌四
子」蘇樺偉、陳成忠、張耀祥及趙國鵬
均身體力行呼籲市民捐款支持，首次參
賽的陳成忠表示非常享受今次比賽氣
氛：「賽事的氣氛非常好，為了今次的
比賽，我特意進行了特訓，對自己的表
現尚算滿意。」他更希望未來有機會挑
戰半馬甚至全馬：「天氣雖然有些涼，
不過對我影響不大，10公里的賽道難度
亦不算大，除了比賽初段有些擠擁外，
其後均很順利，希望往後能繼續參加比
賽，甚至挑戰更高級別賽事。」

輪椅選手怨規定嚴
大會：為安全着想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劉 雅
艷、陳廣盛）渣
打香港馬拉松舉
辦3公里輪椅賽
及新增的 10 公
里輪椅賽予傷殘
人士參加，以宣
揚傷健共融。惟

大會在10公里輪椅賽中設時限，令6名選手最終只有
2人完成賽事，其餘中途已出局。有輪椅賽選手批評
規定太苛刻，並非有誠意做到傷健共融。大會重申，
有關規定是為運動員的安全想。

輪椅賽僅兩選手通過
10公里輪椅賽昨晨於5時15分最早起跑。6名報名
的參賽者都有出賽，由東區走廊出發，到太古城對出
第一個轉折點折返，到達維園道第二個轉折點後，需
轉返回維園終點完成最後700米賽事。大會以安全為
由，避免輪椅賽參加者和其他10公里賽跑手相遇，故
在賽道上分別於5公里和9.3公里設檢查站。參賽者要
在20分鐘和35分鐘內通過這2個檢查點，否則要即時
出局。最後，在維園道的9.3公里檢查點，只有2名選
手能夠在限時內通過，其餘則被取消資格。
以33分08秒奪得冠軍的港隊輪椅劍擊代表馮英騏表

示，由於在開跑4公里已有檢查點，足夠篩走能力較
弱的參賽者，故認為無必要在9.3公里增設檢查點。他
希望大會給予更多時間，讓輪椅賽參賽者完成賽事，
「當一個正常人行路見到架輪椅都不會撞過去，所以
我想一定沒有危險，輪椅不是想像中那麼危險」。
中途被取消資格的李國賢指時限規定苛刻，「我們

業餘、純粹想參加，享受過程和被多些公眾人士了解
什麼是輪椅馬拉松選手，我覺得放寬些會更為理
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一年一度的「渣打香
港馬拉松」被視為本港具代表性的大型體育活動，自然
吸引各院校大堆頭參與，競逐「最鼎力支持大獎」殊
榮。香港理工大學今年派出逾3,900名健兒參賽，刷新
「人數最多的單一隊伍」紀錄，連續5年膺得「最鼎力
支持大獎」冠軍。

啦啦隊成員亦逾200人

每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參賽人數最多之首10個機
構或團體，均會獲大會頒發「最鼎力支持大獎」。連續
6年組隊參賽的香港理工大學跑手人數與年俱增，今年
便派出逾3,900名賽跑選手及逾200啦啦隊成員參賽，
創下連續5年刷新大會歷年「人數最多的單一隊伍」之
紀錄，及五奪「最鼎力支持大獎」冠軍。
「理大長跑隊」籌委會發言人表示，理大昨日在維多
利亞公園終點站設置攤位，由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派出

專業物理治療師，即場為理大跑手提供簡單治療及專業
意見。
另外，自2006年起組隊參賽的香港大學亦是「十大

最鼎力支持大獎」得獎團體之一。過去9年，港大共派
出9,300成員參與賽事。港大隊伍今年則以「United
We Run!」為口號，並本「卓越頭腦建基於健康身
體」的信念，組隊參與渣打馬拉松盛事，藉此推廣長跑
運動，鍛煉耐力、鬥志與體魄。

理大3,900健兒參賽「最鼎力支持」5連冠

▲超過40
位商界及
社會領袖
一同出戰
領袖盃。

◀香港理
工大學今
年派出逾
3,900 名
賽跑健兒
參賽，連
續 5 年膺
得「最鼎
力支持大
獎 」 冠
軍。

■推輪椅的參賽者奮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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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