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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5年2月14日（星期六）

年宵玩懷舊 回到「那些年」
90後賣「跨代潮語卡」解構「大隻講」到「吹水」助跨代共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袁楚雙）港人喜

歡「集體回憶」，維
園年宵內除了「綿
羊」滿天飛，亦有一
眾懷舊產品帶市民回
到童年時，由一眾九
十後年輕學子齊齊化
身「老餅」，出售長
輩級「潮語卡」、巨
型文具抱枕、甚至人
■阿展
阿展（
（左）透過放大了
的鉛筆和擦膠抱枕，
的鉛筆和擦膠抱枕
，帶市
民穿梭時光隧道，
民穿梭時光隧道
，擁抱中
學年代的快樂時光。
學年代的快樂時光
。
黃偉邦 攝

人忘不了的「九因
歌」，與老、中、青
市民分享年輕一代的
懷舊小玩意。
讀中大精算系的阿才，與中文系、建築系等各個
就學系的朋友合資
10 萬元開設「紙港情」檔位，出

售各種香港懷舊的小玩意包括飛行棋、公仔紙、具香港
景觀的啤牌、「跨代潮語卡」等。

活化經典遊戲 各系同學分工
阿才表示，他們十個人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力
量去改變一些人和事，希望透過各個年代具標誌性的玩
具，帶出跨代共融的訊息。以「跨代潮語卡」為例，新
一代年輕人形容一個人有很多話為「吹水」，但原來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潮語」為「大隻講」，他表示藉遊
戲卡讓老一代和年輕一代有共同話題，更多機會一起溝

通，「而我個人也比較懷舊一點，希望活化一些經典遊
戲。」
有趣的是，檔位每個同學都在經營年宵時各司其職，
「例如中文系同學肩負起寫字的重任，連招牌上的名字
亦是由她書寫；心理學系同學則負責營銷方面的顧客心
理，制定銷售策略；建築系同學則精心設計 DIY 立體
卡，我自己就負責財務、計算方面的事項及整體統
籌。」

「九因歌」布袋重拾「小學回憶」
兩班來自理工大學的同學不約而同活化時下年輕人的
「小學回憶」。正就讀理工電腦系的 Eden 與數十同窗

■理大生為布袋改頭換面，印上
小學生背誦乘數表「九因歌」，
勾起不少人童年回憶。黃偉邦 攝

為普通布袋（Tote bag）改頭換面，印上小學生背誦乘
數表「九因歌」，勾起不少年輕人的童年回憶。Eden
稱，四年前開始參加年宵，出售的產品比較重文藝氣
息，他指最初是他們先賣布袋，但後來發現與其他檔舖
的產品風格有類近，布袋也愈來愈普遍，今年更希望可
以突圍而出，所以想到索性做一些懷舊風格的產品。他
表示，九因歌、單行簿、練習簿（Exercise Book）等都
是不少人的在學回憶，而且該類書簿已經買少見少，
「時下學生可能已經用電話、電腦溫書。」
剛成為理工「老鬼」的畢業生阿展同樣有 4 屆年宵經
驗，他指香港人喜歡把「集體回憶」掛在口邊，碰巧身
邊有不少朋友都是剛投身社會，或正在念大學，透過放

■中大生用情人卡解構「拍拖」一詞的來源。黃偉邦 攝
大了的鉛筆和擦膠抱枕，可以帶市民穿梭時光隧道，擁
抱中學年代的快樂時光。有見首日有不少小朋友隨學校
團隊參觀年宵，他們特別出售只售 5 元的小小文具，
「小學生只有『廿蚊雞』，希望他們都可以享受年宵購
物樂。」

民記「金羊」開檔 邀三「楊」啟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政黨每年都在年宵市場擺設攤位，出售紀念
品，推介他們的政治理念。民建聯亦一如去年於維園年宵市場 138 號攤位「擺
檔」，昨日更邀請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等三位姓楊的嘉賓出席開幕儀式，寓意
「三楊(羊)啟泰」，迎接羊年的來臨。今年民建聯攤位又以「金羊」擺設作招
牌，並以「至抵價」168 元發售，務求讓大家全年「羊羊得意」，同時祝願市民
在羊年「喜氣洋洋」。

楊茂楊潤雄楊耀忠同任開幕嘉賓

工聯義賣助培訓員 「神采飛羊」睇檔

■工聯會在會場內設攤位，並透過售賣羊年精品，為工聯會
職業發展服務籌款。
黃偉邦 攝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與副主席李慧琼及陳勇、副秘書長葉傲冬、立法會議員葛
珮帆、陳恒鑌等一同為攤位主持開幕儀式。同時，為切合羊年來臨，民建聯邀請
了「三楊」出席，包括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及民建聯
成員兼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作開幕嘉賓。又請來10位幼稚園小朋友跳舞助
興，帶出羊年「喜氣洋洋」的意思。

「金羊」賣 168 元 譚耀宗讚「非常抵」

■民建聯邀請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等三位姓楊的嘉賓出席開幕儀式，寓意「三
今年民建聯年宵攤位將出售三款有關羊年的物品，其中以售價 168 元的「金 楊(羊)啟泰」。
黃偉邦 攝
羊」擺設，主席譚耀宗更言此品「非常抵」。而副主席陳勇就推介 88元的環保花
瓶，他表示，這種花瓶的玻璃物料是透過回收後循環再造，故符合環保理念。同 聯多位立法會議員輪流「睇檔」，以與市民有更多的接觸。說罷，全體在場主禮
時，為配合羊年效應，民建聯亦推出「暖洋洋」暖手包，售價只需12元。
嘉賓一齊進行祝賀儀式，先手持寫滿祝頌語的揮春放置在道具草坪上，其後更刺
譚耀宗又笑指，冀望更多市民來到年宵市場 138 號攤位「幫襯」，選購「金 穿氣球，營造一片熱鬧的情景，藉以祝賀市民在新一年能「三羊啟泰」、「喜氣
羊」，讓大家全年「羊羊得意」，他又表示，今年攤位做了特別安排，會由民建 洋洋」。

■林淑儀期望大眾踴躍購買「行善」之餘，亦祝
願政改得以通過。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一年一度的維
園年宵昨日開幕，工聯會亦一如既往在會場內設
攤位，並透過售賣羊年精品，為工聯會職業發展
服務籌款，以強化本港僱員競爭力，並為他們提
供全面的職業發展服務。工聯會會長林淑儀期望
大眾踴躍購買之餘，亦向全港市民拜早年，祝願
新一年人人獲加薪、減少爭拗與拉布，讓政改方
案得以通過，齊齊於2017年普選特首。

公仔「要咩有咩」肥皂「年年有餘」

工聯會年宵義賣的物品，除了象徵羊年「要咩
有咩」的布藝羊公仔及「年年有餘」的手造肥皂
錦鯉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其他書法家
亦會為入場人士免費寫揮春。工聯會會長林淑
儀、副理事長唐賡堯、彭港祥及職業發展處總幹
事梁啟力等人，昨日為年宵攤位主持開幕禮，並
把象徵家家戶戶添福氣的「福」字貼在工聯會的
「神采飛羊」身上，希望打工仔女羊年工作順
利、升職加薪、神采飛揚。

林淑儀：祝願政改通過普選特首

林淑儀表示，工聯會年宵每年都以不同主題籌
款，前年是協助長者，去年為職安，今年則希望
為職業發展服務籌得數萬元款額，既為弱勢長者
提供更多服務，亦可協助轉職者有多一種謀生技
能。至於新年願望，她祝願大眾新一年人人獲加
薪、安居樂業，社會減少爭拗，立法會內亦減少
拉布，和諧共處，讓政改方案得以順利通過，
「2017年普選特首，我都有得投票呢！」
環顧附近四周，工黨的攤位正正設於工聯會對
面，林淑儀會否擔心易起衝突，甚至被其他激進
反對派到場搗亂？林淑儀笑道：「新年最緊要和
和氣氣，如果有人來搞事，我哋都唔會同佢哋
嘈，一隻手掌拍唔響嘅，我唔擔心有事。」
工聯會職發處由 2007 年成立至今，已開設了 3
間職業培訓中心，並創立了社企「樂健生活館」
及「暖心麵包」，創造了不少職位。梁啟力指
出，職發處未來會積極擴展服務領域，促進社區
的和諧發展。

米芝蓮「廚魔」秘製「分子」蘿蔔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維園年宵昨
日開鑼，飲食集團「ClubONE」(會所 1 號)連
續第二年以高價投得維園年宵最大熟食攤
位。今年除了賣魚蛋、燒賣外，更首次推出
由米芝蓮三星大廚炮製，集黑松露、鵝肝、
蘿蔔糕於一身的「分子料理」，每日限售
500樽。

市民逛年宵 各有心頭好
師奶帶女買年花
家長吳小姐帶女兒放學途經維
園行花市，她表示今年在年宵的
平均消費大約為 200 元至 300 元，
主攻購買火百合、菊花等年花，
但笑言沒有再叫先生買花哄自
己，「有小朋友後比較重家庭
活動。」

40 元食巨鮑「加碼」至 10 萬隻
「ClubONE」去年以成本價售出逾 4 萬隻
八頭蠔皇鮑魚，成為去年年宵熱點之一，今
年更決定「加碼」，繼續以成本價 40 元售賣
六頭蠔皇及清酒巨鮑，更把數量激增至 10 萬
■廚魔梁經倫炮製，集黑松露、鵝肝、蘿蔔糕於一身的「分
隻。「ClubONE」又請來米芝蓮三星大廚
子料理」，每日限售500樽。
黃偉邦 攝
「廚魔」Alvin Leung 製作黑松露鵝肝鮑魚蘿
蔔糕（$20/瓶），用分子料理方法把蘿蔔糕做成 KISS Valentine」 ， 邀 請 情 侶 們 利 用 「 自 拍 神
泡沫，混合自家製鮑魚粉、臘味鵝肝醬、黑松露 器」即場自拍留下甜蜜回憶，參加者除可即場獲
粒，口感特別。另有抵食小食，包括蠔王或清酒 得別注版可口可樂乙罐外，「ClubONE」更將於
鮑 魚 （ $40） 、 花 膠 雞 煲 翅 （ $35） 及 糯 米 飯 每天抽出一位幸運兒獲贈乙部「自拍神器」；若
情侶們不想「硬食」數百元情人節套餐，不妨於
（$20）等。
另外，鑑於不少情侶都會趁今日情人節到年宵 年宵以百元自製包括鮑魚、雞煲翅、「分子料
感受熱鬧氣氛，「ClubONE」亦與SONY合作， 理 」 及 甜 品 等 情 人 節 餐 ， 與 愛 侶 豪 食 「 撐 
於 場 內 大 玩 「ClubONE × SONY Selfie KISS 腳」。

大專男買嘢氹女友
大專情侶曾先生與女友楊小姐
同遊年宵，曾先生指逛花市為了
買些東西哄哄女友，預算花費 500
元至600元，但不會在年宵買花，
「會在別處買，年宵好像沒有玫
■家長吳小姐（白衣
瑰吧！」他笑言女友在旁不便透
者）
黃偉邦 攝
露今天有何準備。

老夫老妻贈孩玩具
退休人士劉先生與太太同逛年宵，他指自己只會預算
100 元至 200 元購買可愛、有趣的玩具予家中小孩娛樂一
番，「無必要應該不會再來，怕年宵最後數天人會太
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楚雙

春節深港口岸旅客料破 57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深圳報道）新春佳節即將
到來，據深港節日旅客過境小組預測，節日期間（2月17
日至2月25日共9天），經深港口岸出入境旅客將達
570.4萬人次，日均63.4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9%。

羅湖達 225.3 萬 日均 25 萬人次
在各口岸中，羅湖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數將達 225.3
萬人次，日均25萬人次，同比增長2.4%；皇崗口岸
71.5 萬人次，日均 7.9 萬人次，與去年基本持平；福

田口岸 139.5 萬人次，日均 15.5 萬人次，同比增長
29.4%；深圳灣口岸 102.9 萬人次，日均 11.4 萬人
次，同比增長 6.7%；文錦渡口岸 9 萬人次，日均 1
萬人次，同比增長 42.8%；沙頭角口岸 8.7 萬人次，
日均1萬人次，同比增長0.2%。

四口岸增巴士班次「減壓」
隨春節臨近，節前返鄉、出遊、購物的人潮在
深圳各口岸出現，來自深圳邊檢總站的數據顯示，

近日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人數連續數日維持在 70 萬
左右的高位。其中，1 月 31 日深圳口岸單日出入境
人數達到 86.7 萬人次，再次刷新紀錄。據了解，為
了提高節日期間口岸直通巴士的運力，皇崗口岸將
每天增加 280 個臨時班次，深圳灣口岸每天增加100
個臨時班次，文錦渡口岸每天增加 65 個臨時班次，
沙頭角口岸每天增加100個臨時班次。
深圳邊檢總站根據預測數據和往年客流特點，提
醒廣大出入境旅客，羅湖、皇崗、福田、深圳灣口
岸出入境客流壓力較大，出境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上
午 8：30-11：30，入境高峰主要集中在下午 15：
00-17:30，客流高峰期排隊時間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