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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香港
迪士尼樂園 4年前開始舉辦「Disney
Friends for Change」青年資助計劃，樂
園公共事務副總裁蔡少綿表示，「計劃
讓青少年由觀察社會問題，找出有需要
幫助的人，再運用創意思考辦法付諸實
行」。今年迪士尼收到約100份申請計
劃書，從中已選出50個計劃，成功被
選中的青少年最高可得到8,000元資助
實行義工活動。
迪 士 尼 樂 園 日 前 舉 行 「Disney

Friends for Change」青年資助計劃啟動
禮，今年主題為「關愛鄰里 家庭融
和」。親善大使劉旭鵬表示，今年對2
名南亞裔學生的建議計劃印象最為深
刻，她們利用回收玻璃樽製成小盆栽再
送予獨居老人。他形容，該計劃有創意
和可以改善社區融和，加上她們是少數
族裔的背景，令整個計劃增加種族融和
的意義。
兩名中四級南亞裔學生Bibi Kainat及

Gurung Sushmita均就讀於恩平工商會
李琳明中學，她們表示，發現現時不是
太多人會回收玻璃樽，香港每天丟棄約
300噸玻璃，其中只有約1%會循環再
生，餘下的便成垃圾。於是計劃在校內
回收舊玻璃樽，再將玻璃樽製成小盆栽

轉送獨居老人。她們認為一來可以將廢物重生，
二來可以將溫暖帶給長者，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教貧童爵士舞 老人中心義演
另一位成功獲得資助的鄭穎欣本身是舞蹈老

師，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二年級，她聯同4名熱
愛舞蹈的同伴報名參加計劃，組成「愛不簡
Dance」，期望將個人興趣分享到社區，為區內
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提供爵士舞訓練，之後會安
排到老人中心義務表演。鄭穎欣說：「希望透過
有關資助計劃，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多元化的學
習機會，培訓他們自律及耐性，達到助人自助的
目的」。

活化警察宿舍「元創方」局部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荷
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經過兩年多
的活化工程，搖身一變成為設計創
意平台「PMQ 元創方」，更於昨日
起局部對外開放，以較便宜的租
金，讓設計師設立工場及零售。目
前，「 PMQ 元創方」已有約30間
設計工作室率先開始營運，預計六
月下旬全面開放後，將會有逾100間
設計及創意企業進駐。
負責活化項目的社企總幹事曾昭
學表示，「 PMQ 元創方」一般單
位的租金為1萬至2萬元，目的是打
造一個供設計創意精英與商業專才
共同合作和發展的平台，培育更多
本地創作企業家及設計師，以及推
動本地的創意文化。

有新進設計師認為宿舍租金便
宜，加上位處中環區，相信可以吸
引來自不同地方的客人和市民，另
外，由於設計師聚集，較容易吸引
市民參觀。
另外，除了將單位租給設計師，

「PMQ 元創方」亦設有多間展覽
室，包括重塑當年宿舍居民的生活
的展室、中央書院遺址的地基展室
等。在4月19日至21日及4月26日
至27日「PMQ 元創方」更會舉辦
定點導賞活動，屆時將有專人在項
目內的七大歷史焦點，為訪客介紹
相關的歷史和故事；而由4月25日
起，每逢周五、周六及周日「PMQ
元創方」又會定期舉辦夜市，為市
民提供多一個周末消閒好去處。

蘇錦樑：續溝通研改善個人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方楚茵)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日前會見本港立法會議員時
表示，中央關注並會研究個人遊問題。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回應傳媒
提問時表示，自個人遊於 2003 年實施以
來，一直有很大發展，亦對本港民生有一
定影響，當局十分關注有關問題，會繼續
與中央溝通，並積極探討不同方案及聽取
大眾意見。
蘇錦樑表示，曾就個人遊問題聽取議員的

意見及訴求，亦了解不少市民均希望在個人
遊旅客數目及結構方面有所調整。他表示，
當局會繼續與中央溝通，希望在不過分影響
經濟的大前提下，紓緩個人遊對市民造成的
壓力。至於會否限制一簽多行，蘇錦樑指當
局會進行內部溝通，並就如何能盡量將對市
民的影響減到最低而又不過分影響經濟發展

展開研究。
另外，周大福主席鄭家純昨出席集團活動

時，被問及近日有針對個人遊遊客的示威活
動，他形容活動是「搗亂」，對周大福業務
以及本港經濟均有影響，政府應盡量禁止，
但明白在法律基礎上政府難以行動。
他指，為個人遊設限只是「斬腳趾避沙

蟲」，本港好多旅遊基建都為吸引旅客，個
人遊亦令百業興旺，故不應限制，反而應續
增基建、交通、酒店及景點配套滿足旅客需
求。
經營SOGO百貨的利福國際首席執行官兼

董事總經理劉鑾鴻昨日出席集團股東會時亦
指，個人反對限制個人遊，應由市場調整供
求問題。作為零售業界，他希望政府加推商
業地，令發展商及業界可增建商場百貨，以
分流旅客。

渠署用新機淨水兼發電
沙田污水廠首採用 電量夠逾千冷氣機使用

渠務署轄下4間大型二級污水處理廠，包括沙田、
大埔、石湖墟和元朗污水處理廠，均採用厭氧消

化方式處理污泥。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生物氣，當中內含
約65%的甲烷，是擁有高能量的可再生的燃料。而沙田
污水廠生產的生物氣，是眾污水廠之最。

發電功率為全港同類型最高
渠務署高級機電工程師杜鈞明表示，去年底沙田污水
廠引入全港首部「高壓電熱聯供發電機」，最大發電功
率可達1,400千瓦，為全港同類發電機中最高。而高壓
設計亦可減少電能傳送上的損耗，亦能善用生物氣，同
時產生電能及熱能。熱能用於維持消化缸的溫度，而電
能則供污水處理廠內部使用。當中所產生的電能，足以
給逾1,000部家用1.5匹冷氣機使用，而且佔沙田污水廠

總用電量的20%至30%。

昔用柴油產電難同製熱能
杜鈞明解釋，沙田污水廠以往利用「雙燃料發電機」
將生物氣轉為電能供廠房使用，但因過程需要生物氣
外，亦需要以非再生能源的柴油作燃料，生產過程較不
環保和潔淨。而且亦只能產生電能，不能同時製造熱
能。但兩款發電機的產電率都視乎污水量而定，若某時
期污水量少，便難以產生大量生物氣。為了穩定供電
量，所有「電熱聯供發電機」均會與電力公司聯網供
電，即發電機產生的電量不足時，會由電力公司提供不
足的電額。
渠務署於2006年，在石湖墟污水廠引入首部「電熱
聯供發電機」，當時機組功率為330千瓦，而其後7年

間，分別在大埔、沙田引入較高效能的「電熱聯供發電
機」。機組總功率提升至3,000千瓦，7年來合共產生
2,400萬度電，等於逾2,600個4人家庭一年的耗電量，
節省約2,000萬元電費。並成功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6
萬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沚芊） 採用再生能源發電，是全球的環保發展方向。渠務署去年

底在沙田污水廠引入全港首部「高壓電熱聯供發電機」，發電量為全港同類發電機中最高，

而且採用污水處理過程中釋出的再生能源「生物氣」作燃料，既環保又能同時產生電能及熱

能，更可以供電給逾1,000部家用1.5匹冷氣機使用。渠務署2006年至2013年，先後引入4

部「電熱聯供發電機」，機組總功率提升至3,000千瓦，7年來合共產生的電力，等於逾

2,600個4人家庭一年的耗電量，節省約2,000萬元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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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i Kainat(左)及Gurung Sushmita
表示，計劃回收舊玻璃樽製成小盆栽轉
送獨居老人。 張文鈴 攝

四川宜賓的梅小歉和梅小
英是一對雙胞胎姐妹，今年
16歲。幾年前她倆相繼出現

眼疾，眼睛再也看不清書本上的文字
了，姐妹倆就用上了高倍放大鏡，可惜
放大鏡每次移動只能裝下兩個字，還要
距離5厘米才能看見。即便這樣，她們的
成績仍然很好，一個是年級第一，一個
是年級第三。
姐妹倆目前就讀於宜賓玉和苗族鄉中心校
初二年級。經醫院檢查，姐妹倆的眼疾為遺
傳性黃斑營養不良，暫無良好治療措施。
姐妹倆如今仍然依靠兩把放大鏡學習。雖
然學校老師想勸姐妹倆保住僅存的視力，
不要讀書了，但姐妹倆仍堅持讀書。
2011年初一下學期，小英的視力逐漸下降。到初
二上學期，小英已無法看清黑板、書上的字了。而
此時，小歉雙眼視力也急劇下降。小歉說：「當時
我很絕望，擔心自己的眼睛沒辦法恢復了。但仍想

讀書，學多少算多少，妹妹也很堅強，說就算瞎了
也要讀書」。姐姐小歉也說出了她的願望：「希望
以後能當眼科醫生，幫助更多的人治療眼疾，讓他
們看見美麗的世界。」 ■中新網

家住江蘇建湖
的陶老太，現在
每天在小區裡遛

一頭重達180斤的大
肥豬，成為一道獨特
的風景線。一年前，
這頭豬還只是長約30
厘米，重不超過3斤
的小寵物。專家稱，
它可能不是正宗的寵
物豬，也有可能是在
被騸後體重猛增。這隻小豬名
叫「嘟嘟」，主人陶友華說，
「嘟嘟」是她的孫女去年花700
元從網上買的。當時在一個小
紙盒子裡就能安家了。到去年

年底，已經長到現在的這般
大。每天下午除了跟着陶奶奶
在花園裡散步一小時，「嘟
嘟」其它時間大多在睡覺。

■中新網

老太養老太養180180斤寵物豬散步斤寵物豬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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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未趕上婚禮
妹妹妹妹 新娘新娘扮

患眼疾「放大鏡姐妹」：眼瞎也要讀書
山東即墨劉家莊中心社區方戈莊村的項俊芬，一年四季

無論幹活還是上班都穿着婚紗，雖然衣着誇張，但身邊人
都誇她行事周到，在村裡也和鄰居們相處得很好，在工友
眼中她是愛開玩笑的「開心果」。當大家奇怪她為什麼總
是穿着婚紗，她說「婚紗像我老家的衣服。」 ■新華網

一年四季婚紗不離身

�

深圳市龍崗一酒樓日前發生一場奇葩婚禮，新娘因回四川

老家掃墓，未能及時趕回深圳出席婚禮，情急之下，新郎只

好說服新娘的妹妹披婚紗上陣。「假新娘」不僅同意出席，

還在現場活躍氣氛，成功瞞天過海。 ■《南方都市報》

重慶潼南縣 6歲女童李
苗，長得白淨乖巧，卻不
幸患上先天性肛門鎖閉

症。6年來，大小便只能從尿道
排出。現在病情日益嚴重，肚
子鼓脹如球。而她又遭遇父亡
母離的家庭變故，跟着奶奶艱
難求生，無力治病。2009年10
月，李苗一歲時，爸爸李直友
病逝；4個月後，患有間歇性精
神病的媽媽也離家出走，至今
未歸。伯伯李直秀說，最近李
苗到醫院做了檢查，醫生說她
的病還能治好，但要盡快醫

治，醫療費用總共需要六萬元
左右。

■本報記者楊毅重慶報道

女童患怪病女童患怪病 無法排便肚脹如球無法排便肚脹如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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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山東日照市一22歲男子
孫亮因過度肥胖住進醫院，現由於肥
胖症而引發身體部分功能衰竭而住進
重症監護室，由於無法稱重，醫生、
親人粗略估計該男子體重高達300餘
公斤，十幾個人用門板才將他抬上救
護車，而現在每天要給孫亮翻兩次
身，每次都要十幾個醫生護士一起幫
忙。孫亮小時候就比同齡兒童胖很
多，19歲以後身體突然增胖，由300
多斤猛增至500多斤。 ■新華網

■寵物豬跟着主人散步。 中新網

■奶奶正給李苗按摩脹鼓鼓的
肚子。 本報重慶傳真

■醫生為孫亮翻身。 新華網

■■新郎和新郎和「「假新娘假新娘」」在婚禮現場在婚禮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兩姐妹放大鏡下埋頭苦讀。 網上圖片

據網民報料稱，深圳龍崗一酒樓日前舉辦了一場婚禮，但因為清明節假期
新娘回四川老家掃墓，假期過後沒能及時趕回來，婚禮當天，情急之下

新郎說服小姨子「裝扮」成新娘替姐姐救急，由此辦成了一場奇怪的婚禮。
原來，婚禮主角是一名特技演員和一名打工妹，但因新娘子未能及時
趕到深圳，新郎官只好說服小姨子披婚紗上陣。新郎官對此很淡定：此
前在雙方老家已擺過婚宴，這次只是藉機把在深圳的一眾親朋好友聚在
一起「樂呵樂呵」。

新郎孩子已經百天
該酒樓服務員證實，4月10日晚，宴會廳的確舉辦了這麼一場婚禮，
「現場很歡樂，大家還起哄，讓新郎對小姨子假扮的新娘又親又抱」。據
了解，新郎官名叫劉偉，30多歲，是一名演員，精通噴火、吞劍、吞鐵
球、泡泡秀、少林功夫等特技。新娘子名叫熊艷波，25歲，曾在龍華打工
多年，如今兩人的孩子剛滿百天，她目前還在四川老家帶孩子。
劉偉自稱在深圳演藝圈打拚多年，婚禮當天前來捧場的圈內友人表演了

很多文藝節目助興，加之「假新娘」活躍氛圍，現場一片歡聲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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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中國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