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冰重慶報道）清明時
節雨紛紛，重慶南山公墓迎來了掃墓的高峰。51
歲的兒子趙華（化名）因女兒提出找人代掃墓的

建議，幾乎氣壞已快八旬的奶奶。掃墓當天，他一面
「補鑊」攙扶着奶奶到爺爺的墳前，一面被奶奶冷嘲
熱諷，「老頭子，他們差點就要喊認不到的人來看你
了，以後我走了，就沒得人管得了他們了。」
眼看清明將近，趙華因為要看店，又考慮奶奶行動不

便，「我自己椎間盤突出，也背不動她，墓園好多梯坎
嘛。」他本想勸奶奶過一段時間再去，但是也知道奶奶
在這件事兒上看得很重，覺得這是最基本的孝道。
上周三，老趙把自

己的顧慮告訴了女
兒，身在國外的女兒
慕慕當晚就給老爸出
了個主意，「喊人幫
忙掃墓嘛，我們有個
朋友就是這樣做的，
心意也到了，等奶奶
腿好了，再去補上就
是了。」隨後，女兒
還把自己在網站上
找 到 的 「 代 客 掃
墓」的網頁分享給
了他。「服務還多
全的，居然還有幫
哭。」趙華說。
豈料，奶奶看過網

頁後，卻不願意聽，還
把兩父女臭罵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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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直播」四川放水節

遊客置身遊客置身千千年年祭祭祀祀

五旬俏女警展健美肌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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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千年古堰再現放水大四川千年古堰再現放水大
典典。。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代人掃墓服務在網上興起。
本報重慶傳真

■李貽洪用蔬菜雕成的
一籃「鮮花」祭奠奶
奶。 網上圖片

■■演員在都江堰放水節開幕式演員在都江堰放水節開幕式
上表演砍榪槎放水上表演砍榪槎放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湖北省武漢一名 39歲的廚師李貽
洪，前日帶着女兒回到老家嘉魚為奶奶
掃墓，他獻給奶奶的「鮮花」真能以假

亂真，驚艷了親朋好友。這些「鮮花」是李
貽洪花了五六個小時，用蘿蔔、南瓜、辣
椒、萵苣等蔬菜雕出來的。
南瓜削掉皮，雕刻出一個手提竹籃，竹籃
上，還可以看到似藤條編織的紋理。心裡美
蘿蔔，雕出一朵朵月季花，白蘿蔔則雕刻出
一朵朵純白的菊花，火紅的辣椒頂端劈開之
後，變成了一朵朵紅彤彤的杜鵑花。一朵朵

的花兒，被一一掛在帶綠葉的樹枝上，然後
放進南瓜花籃。

給亡者特殊的禮物
奶奶去世9年了，李貽洪因在武漢做廚師

工作忙，不是每個清明節都能回去給奶奶掃
墓，所以，今年能有機會，李貽洪就給奶奶
準備點特殊的禮物。「奶奶生前最愛種花，
房前屋後到處都是奶奶種的月季花、菊花
等，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兒輪流開放，農家
小院，充滿着花香。」李貽洪幸福地回憶着

和奶奶在一起的時光。
李貽洪說，奶奶生前也看過自己雕的花，

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當時自己剛剛學雕
刻，為了向奶奶匯報自己學到的手藝，李貽
洪現場給奶奶雕了一朵「茶花」。奶奶連連
誇李貽洪手藝好，還專門找來花瓶，把「茶
花」插起來。
李貽洪說，蔬菜雕刻的花兒，會隨着風雨

化為泥土。通過這種方式，他表達了對奶奶
深深的思念，經濟實惠，又環保。

■《武漢晚報》

在今年第二季《出彩中國
人》山西賽區總決賽中，52
歲的表演者黃愛鳳憑着一項
健美演出，奪得了山西賽區
的冠軍，所有人都驚訝的，
是在山西這個相對保守的地
方，一位女性可以穿着比基
尼去展示形體美，更難以想
像是一位五十多歲的民警
「阿姨」。
在大多數人眼中，黃愛鳳

只是一名警齡三十多年太原
普通的社區民警。欽佩於黃
愛鳳「不老傳奇」的同時，
原來她練健美已有將近十八
年。
初到健身房時，黃愛鳳已三

十多歲，由於當時家庭遭遇接
二連三的變故，曾大病一場的
她，當時只有一個簡單的目
標：擁有健康的體魄。而這一
堅持就是十八年。
在太原理工大學的健身房

裡，黃愛鳳與很多大學生們一
起進行器械訓練，是年齡最大
的學員。「我都已經看着好幾
撥孩子們畢業了，都說不變的
是『黃阿姨』，變的是大學
生。」她有些自豪地說。「起
初，我也會介意別人的目光，
而一旦深入了解健美，便逐漸
改變了觀念。」
在黃愛鳳看來，健美是一

種由內而外散發出的自信，
無需他人評價，只需展示自
我就是最大的成功。

■中青網

廣東汕頭市潮陽區新林水庫前日發生一宗7人溺
水死亡事故。事發原為1名小孩落水後，其父母及
親戚接連試圖自行救援，但因不習水性而不幸相繼

溺水。7名溺水死亡者中有兩名中學生和1名小學生。
廣東省政府應急辦及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政府昨日

發佈事故經過。據悉，前日下午，汕頭市潮陽區公安
機關接群眾報警稱新林水庫有群眾溺水，需要救援。
有關人員隨即趕到現場救援。至下午4時左右，共打
撈起7名溺水者，經在場醫生進行搶救，但7名溺水者
已證實死亡。
潮陽區政府透露，事故起因係1名小孩清明節掃墓

後到水庫邊洗手時失足落水，其父母、兄弟姐妹及其
他親戚等8人接連試圖自行救援，但因不習水性而相
繼溺水，最後僅1人存活。
事發後，廣東省副省長劉志庚，汕頭市市委書記陳
茂輝、市長鄭人豪等分別作出批示，要求組織力量開
展救援，嚴防次生事故，同時對山塘水庫危險地段設
置警示標誌，加強學生防溺水的宣傳教育工作。目
前，有關善後工作正在進行中。

■記者 李薇 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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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春暖花
開，北京居庸關山坡

上的杏花燦爛的綻放，迎接開往春天的
列車。和諧號列車穿越花海，時間也彷
彿在這一刻靜止了。有網友稱這組照片
為「櫻木花道」。 ■《京華時報》

櫻木花道寵物陵園

今年清明節，北京南部的一家
寵物安樂園裡迎來了一波又一波
寵物主人，這些埋葬在安樂園裡
的寵物有貓有狗，有兔子，有烏
龜，甚至有金魚。在如今房價高
企、地價驚人、「死不起」的年
代，不得不感歎，這些寵物還是
蠻幸福的，有網友稱：死、活皆
不如一隻狗。 ■搜狐

■■黃愛鳳原是一名黃愛鳳原是一名
民警民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愛鳳的健美寫真。

據史料記載，放水節在歷史上謂之「祀水」，正式
確立於公元 978年，距今已有千多年歷史。古

時，每到冬季，人們便用榪槎築成臨時圍堰，使岷江

水或入內江，或入外江，然後分別淘修河床，加固河
堤，這就是歲修。到了清明時節歲修結束，便舉行既
隆重又熱烈的儀式，然後拆除榪槎，滾滾岷江水直入
內江，灌溉成都平原千里沃野。

滬客感覺如穿梭歷史
「我突然感覺像是在經歷一次新奇的歷史穿越，身
不由己。」來自上海的遊客丁先生稱，「勤勞、質樸
的川西漢子，用他們的力量和汗水，向世人傳達着逾
千年歷史的傳統文化，同時也對治水先祖滿懷敬仰和
感恩。」

此時，一座高達3米的郡守李冰石像從祭台背後緩緩
升起，祭台周圍參與《千年祭祀》的人們突然跪地，面
朝李冰石像，感恩他率眾修建都江堰澤被世人，造福萬
代。時間彷彿一下子拉回了一千多年前，古人們跳着祭
祀舞，水下孽龍上下翻騰……場面震撼。
據悉，開幕前，有幾名正在海外學習的成都留學生
和多名海外國際友人發起了「中國都江堰千年放水節
網絡直播」活動，先後有來自美國、泰國、新加坡、
南非、澳洲等10餘國家和地區的都江堰「粉絲」，在
他們所在的城市，開展了「直播」活動，相關照片被
發佈在當地的主流社交網站上，引起網友關注。

具有千多年歷史的四川都江堰清明放水節日前開
幕。「砍榪槎——放水——」，頃刻間，岷江水策馬
奔騰，一瀉千里灌向廣袤的成都平原……，不僅來自
全球各地的遊客能現場觀看和體驗千年放水節，而且
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戶外大屏和多國主流社交網站
上，也同步「直播」，吸引無數國際「粉絲」的眼
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都江堰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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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景灣於復活節
再創新猷。除了有
廣受小朋友及家長
熱捧的第九屆「愉
景灣沙灘獵蛋奇
兵」活動，今年還
有一枚高 15 米、
由法國塗鴉大師
Ceet Fouad設計的
巨型復活蛋豎立在
大白灣沙灘上，跟
數千家庭一起歡度
復活節。愉景灣亦
會乘勢推出一連串精彩活動，包括充氣和攤
位遊戲，及送出豐富禮品，為節日增添熱鬧
氣氛。
生於法國的當代塗鴉藝術家Ceet Fouad，
其才華早已受國際肯定，作品在眾多國際性
塗鴉及街頭藝術展覽內展出，評價甚高。愉
景灣於4月及5月與Ceet合作舉辦一系列活
動，推廣塗鴉創作藝術。作為頭炮，愉景灣
邀請Ceet配合復活節主題設計巨型充氣復活
蛋，15米高的復活蛋將以其原創小雞圖案為
主題，此巨蛋於4月2日至7日豎立在大白灣
沙灘上，歡迎市民自由拍攝。於4月3日及4
日，Ceet更親臨愉景灣，即場於愉景北商場
外牆創作大型塗鴉。
另外，第九屆「愉景灣沙灘獵蛋奇兵」+繽
「FUN」天地，於4月3日及4日舉行。今
年，約3,200位3至10歲的小朋友齊集愉景灣
大白灣沙灘，掘出預先埋在大白灣沙灘的3萬
隻色彩繽紛復活蛋，贏取逾3萬份精美禮品。

■Ceet Fouad是領導世
界塗鴉藝術的當代藝術家

■香港有機生活
社社長黃如榮
（後排右五）、
主席羅林漢牧師
（右四）、漁農
自然護理署助理
署長廖季堅（右
三 ） 、 Green
Monday創辦人
魏華星等出席開
幕典禮。

兩大組織宣布即將推出一個全港首創及嶄新的網上公平貿易有機蔬菜平台，首階段已聯合八大香港
有機認證之有機農場，包括「健果桃園有機農場」、「歐羅有機農場」、「有華有機農場」、

「基督教以琳扶植有機農場」、「有心機」、「木子有機農場」、「香港有機農場」及「富琴火龍果有
機農莊」，各農場將以公平貿易的形式在ONM網上平台出售他們種植的有機農產品給市民大眾。
出席開幕禮的嘉賓包括有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廖季堅、食物及衛生局助理秘書長盧巧慧、Green

Monday創辦人魏華星、十大傑青蔡曉慧等等。廖季堅對「農業2.0」的計劃表示支持及欣賞，「香港有
機生活社」推動本土農業發展，希望往後繼續有農業3.0甚至4.0的出現。
此平台推崇「公平貿易」概念，即所有蔬菜農產品由「農友」自行定價，平台也不會收取「農友」上

架費等收費。另外，所有參與此平台的供應商均為已認證的本地有機農場。

上月 29 日，世
界六通拳總會組織
480位會員前赴香
港新界西貢開展一
天遊參觀活動，憑
弔當年在香港出生
入死、作出貢獻和
犧牲的香港東縱抗
日游擊隊港九大隊
戰士，慎終追遠，
緬懷先烈，追尋他
們走過的路。六通拳400多位成員並集體在西貢「抗日英烈紀念
碑」前大合照留念，追懷先烈事跡，參觀了附近佛堂門一帶遺
址。今年夏天，世界六通拳總會還將組織「抗日遺址一天遊」活
動，全力參加8月25日至31日由香港各界紀念抗戰勝利籌委會組
織，在中央圖書館隆重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展覽及系列活動，該會今年稍後還將舉辦多次活動，培訓新人，
壯大基層，為今後兩年香港選舉作出支持和配合。

第43屆香港藝術節日前舉辦「女．聲」攝影活動，鼓勵來自香
港、中國內地、台灣及澳門的「半邊天」以照片表揚女性的創意
與成就。「女．聲」攝影比賽已於今年2月2日至3月9日期間順
利完成，共收到約1,500份作品。是次「女．聲」攝影展覽公開展
出當中由評審選出的51幀優秀作品。
「女．聲」攝影展覽將於本月8日至17日於香港中環交易廣場

中央大廳舉行。「女．聲」攝影展覽開幕塈頒獎典禮亦將於本月9
日下午4時在同一地點進行。屆時最終評審團的成員及贊助商代表
將會頒發得獎證書及獎品予11位得獎者，包括1名金獎、1名銀
獎、2名銅獎及7名優異獎。
是次展覽的照片均是女性攝影師的作品。通過「女．聲」攝影

活動這個平台，公眾可從攝影作品更加了解鏡頭後女性的獨特視
野，並透過她們的角度與詮釋觀探女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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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有機蔬菜貿易平台
正式成立

「香港有機生活社」與「Organ Net Market」（下稱ONM）公平貿易平台於上月

31日正式成立，並於同日在美孚「i Dance」場地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六通拳會友集體在西貢「抗日英烈紀念
碑」前大合照。

六通拳組團瞻仰抗日紀念碑

香港藝術節「女．聲」攝影展本月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