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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震童發噩夢夜難眠
港宣明會分享當地見聞 籲港人續捐款買帳篷太陽燈

61女將搶包山 人數破紀錄

兩日8地大演習 民安隊「迎戰」禽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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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庭讓女孩感受「無私的愛」

大地震摧毀了尼泊爾居民的家園，不少人要露
宿街頭。趙煥明指，很多災民都在露天地方

睡覺，深怕再發生餘震，特別是小童。他憶述，
「有小朋友向我說，他們仍然很害怕在室內及夜
晚，甚至會發噩夢及不能入睡，可見我們要在這位
兒童心理支援方面下工夫。」
同時，加德滿都的災民因衛生環境差及害怕屍臭
的味道，大多都戴上口罩。他稱，「他們戴的口罩
並不是我們用的那種，而是用一塊布，加上兩條橡
皮筋製成。」

醫生四五天內做200手術
趙煥明又到訪加德滿都一所醫院，他指，「一

個醫生向我說，醫院在四五天內做了200個手
術，可說是破紀錄。」他稱，大城市現時有足夠
的物資，但山區及一些農村則非常缺乏協助，有
不少傷者未能及時送到城市的醫院，「差不多九
成在農村內的醫療站都受到破壞，但很多道路及
通訊仍未恢復，令傷者未能得到救援。」
趙煥明更擔心當地衛生環境轉差。他指，「其中

一個臨時災民中心原本是公園，現在收容了約
5,000人，但公園本來不會預計會有那麼多人，所
以幾千人只能共用數個洗手間，更加沒有洗澡的設
備，有些小童甚至只是在草地解決大小二便。」加
上當地下午的氣溫達30度，早晚有雨，趙煥明憂
慮會容易滋生細菌，引發傳染病。
被問及在當地救援時面對的挑戰，趙煥明表示，加

德滿都的情況尚算良好，市面開始慢慢恢復。他指，
有些店舖開始營業，也有一些婦女義務為災民送上熱
食。然而，最大的挑戰是進入偏遠山區及農村，因交
通及通訊還未全面恢復，救援隊伍仍未能到達協助災
民，有些山區的災民已經5日至6日沒有糧食。同
時，當地亦缺乏翻譯員，令救援增添困難。

宣明會暫定1年重建計劃
為了讓尼泊爾災民盡快回復原來的生活，趙煥明
呼籲市民繼續踴躍捐款。他指，世界宣明會暫定了
1年的救援及重建計劃，約需籌款2.4億港元，而香
港世界宣明會現時籌到約1,000萬港元。
趙又表示，他們正向政府申請700萬元賑災基

金，計劃購買防水帆布、帳篷及太陽燈等物資送予
災民。同時，世界宣明會亦會於當地興建臨時學習
中心及兒童天地，讓學生們繼續學業及利用遊戲令
他們忘記傷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佩妍） 「天

災無情，人間有愛」尼泊爾大地震發生

逾一星期，各國的救援隊伍仍於當地拯

救傷者，以及協助災民重建家園。香港

世界宣明會總幹事趙煥明於上月28日到

訪尼泊爾地震災區，他表示地震為當地

帶來廣泛破壞，不少人仍猶有餘悸，經

常會發噩夢及不能入睡，且衛生環境轉

差，擔心會引發傳染病。趙煥明昨日

指，該會至今籌到約1,000萬港元，他希

望市民繼續踴躍捐款，為災民購置防水

帆布、帳篷及太陽燈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台灣毒茶風暴持續，嘉義市衛生
局前日公布，在一批花草茶、茶
葉農藥殘留抽驗中，發現三件不
合格，其中「3點1刻直火烏龍
玫瑰茶」驗出DDT（滴滴涕）
等殺蟲劑成分。據報香港有3間
公司代理「3點1刻」產品，但
暫未知有關商戶有否分銷涉事批
次的茶包。 香港食安中心發言
人表示會就事件聯絡台灣當局索
取資料。
今次是繼台灣連鎖飲品店「英
國藍」及「50嵐」的產品，分
別被驗出滴滴涕及芬普尼超標
後，再有著名品牌出事。今次下
架的「3點1刻」玫瑰花烏龍茶
茶包推出只10個月，前日被台
灣當局下令回收。「3點1刻」
發聲明指，懷疑有問題的玫瑰花
瓣是台灣供應商由印度引進，每
批檢驗結果都合格。市衛生局就
指茶包由多種材料混成，農藥來
源有待確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一年一度的太平
清醮即將於本月25日舉行，於當晚零時舉行的搶包
山比賽，今年破紀錄有61名女健兒參與，亦首次有
年屆70的健兒一嘗登頂滋味。大會又新增設擂台
獎，由今屆起獲得三次冠軍的「包山王」、「包山
后」可獲頒發特別大獎。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
副主席何麗安表示，擂台獎旨在鼓勵更多健兒參加
搶包山盛事。
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及康文署昨日於北帝廟遊樂

場足球場舉行搶包山訓練，昨午炎夏高溫卻無阻數
十名攀登選手向着光禿禿的包山頂奮進，務求訓練
出最佳速度在選拔賽晉級。大會公布，今年一共有
203名參賽健兒，當中142名男士、61名女士，參
賽女健兒人數為歷屆之冠；今屆參賽者年齡介乎18
歲至70歲，當中兩名70歲伯伯均為首度參賽健
兒，是歷年來最年長的參賽者。
今年就讀中五的黃佩伸是其中一名最年輕的參賽

者，她亦是三屆「包山后」得主黃嘉欣的攀石朋
友，在對方鼓勵下首度加入搶包山行列，她笑言第
一次參加「旨在參與」，但她指包山支架上的腳位
比想像中難踏中。

70歲健兒參賽克服畏高
70歲長洲健兒曾繁榮坦言自己畏高，平時「搭飛

機都驚」，但希望透過賽事克服畏高，及為長洲宣
傳，「上到去都好驚，覺得就死啦！」不過憑着意志
及耐力成功登頂，他笑稱有機會將再度參加搶包山，
惟今次首度爬包山同樣旨在嘗試，未有特別目標。
不過贏過數屆冠軍的「包山王」郭嘉明及「包山

后」黃嘉欣今年狀態一般，郭嘉明指自己年紀漸
長，不少年輕選手加入競爭，暫時目標是晉身決
賽。黃嘉欣則受傷患影響，稱比賽日會盡力，希望
入圍。
康文署離島區康樂事務經理吳潘港英指，由今年

起，每年的男子組或女子組冠軍可直接參加來年的
訓練及選拔賽，免卻恆常程序。大會又新增「擂台
獎」，累計三屆的「包山王」及「包山后」可獲殊
榮，太平清醮值理會副主席何麗安指，新獎項希望
可以鼓勵更多人參加搶包山比賽。至於平安包商標
被人入紙申請案件，何透露康文署及值理會作為反
對人，已於1月呈交證據，對方可於7月前向商標註
冊處提交證據，料最快7月排期審訊。

■(左起)黃嘉欣、黃佩伸、郭嘉明、曾繁榮昨日出席長洲搶包山訓練。
黃偉邦攝

■■趙煥明指趙煥明指，，不少兒童仍然很害不少兒童仍然很害
怕在室內及夜晚怕在室內及夜晚，，甚至會發噩夢甚至會發噩夢
及不能入睡及不能入睡。。 葉佩妍葉佩妍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幸福非必然，世界上
有不少人生於有問題或破碎家庭，缺乏大部分人擁有
的父愛與母愛。為協助因種種家庭問題而得不到家人
適當照顧的兒童，社署會安排他們入住寄養家庭，讓
他們能繼續享受家庭生活。「寄養家庭讓我感受到父
愛與母愛，我覺得我比其他人更幸福！」曾是寄養兒
童的琪琪，離開寄養家庭十多年仍難忘當年的生活點
滴，更讚揚寄養服務是無私的愛。
現年20歲的琪琪生於一個單親家庭，由於母親誕下

她時僅得20歲，無能力照顧她，故琪琪3個月大便被
送往一個寄養家庭居住。寄養家庭令琪琪擁有「父
母」、兩名哥哥與兩名姊姊，家中各人亦十分疼愛
她。「相處了6年時間，我離開時感到十分不捨與無
奈。」
琪琪表示，最難忘初中處於反叛期時，曾與親生母

親吵大架，一怒之下離家出走，「當時我什麼人的電
話都唔聽，除了寄養家庭的姊姊，翌日清晨我跟她返
寄養家時，一開門見到寄養姨姨的背影，以為會被痛
罵，但她竟然叫我休息一下，我仲見到佢眼濕濕。」
琪琪又讚揚寄養服務是無私的愛，賦予小朋友愛與

關懷，教曉他們價值觀及如何建立信任關係。
現年22歲的郭子平，小五時遭父親與後母虐待，小

五至中五階段都在寄養家庭度過。他坦言，當時有種
寄人籬下的感覺，但慶幸寄養家庭協助他走出暴力的

陰影。他又表示，16歲時本來轉往兒童之家居住，但
他參觀過後發覺兒童之家的集宿生活比較喧鬧，並不
適合當時正面臨會考的他，希望留在寄養家庭，「想
不到翌日寄養姨姨主動問我是否想留低，讓我感覺到
她那份細心與溫暖。」

323寄養家庭獲表揚
323個寄養家庭昨在「2015年寄養家庭服務獎頒獎

典禮」中，因寄養家長的無私付出及對寄養服務的長
期貢獻，獲社署及非政府機構表揚，當中3個家庭更已
服務逾25年，琪琪與郭子平曾寄住的家庭亦同獲表
揚。截至今年3月底，已登記的寄養家庭共有931個，
正在接受寄養服務的兒童為941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民安隊在周末周日一
連兩日在8處地方進行大型演習，模擬熱帶氣旋吹襲、
爆發不知名的傳染病及禽流感等情況。民安隊指，去
年136次緊急服務，當中大部分是山嶺搜救服務，其次
是撲滅山火；因應禽流感肆虐，今年訓練的重點會集
中在應對疫情方面。
民安隊共700名隊員於周六周日一連兩日，在民安
隊總部、荃灣及沙田民安隊辦事處等8處進行代號「羚
羊」的大型演習，而演習是模擬熱帶氣旋吹襲、爆發
不知名的傳染病及禽流感等，測試及評估民安隊在指
揮、調配、通訊及物流的效能。
民安隊行政部隊總指揮王俊光指，去年一共進行136

次緊急服務，當中118次是進行山嶺搜救服務，15次

是撲滅山火，其餘3次是颱風及水浸救援。由
於近年傳染病及禽流感肆虐，故今年訓練的重
點會集中在應對疫情方面，如協助管理疫情隔
離中心、在邊境協助衛生工作及穿着保護衣
等。

指揮官難忘多部門搜救腦退化翁
隸屬山嶺搜救中隊第二分隊指揮官的吳卓雄

加入民安隊已30年，由於使命感更大及更講求
團體精神，驅使他加入山嶺搜救隊。他認為，
在4月初成功找回失蹤多日，80多歲老伯的行
動最令他深刻，因為老伯本身有腦退化症，而
且其電話已經無法應用，所得的資料少，只能
依靠警方得到的電話最後訊號作為線索尋找。
他續指，黃金48小時已過，擔心該名老伯會

出現脫水及食物不足的情況，幸好經過多個部門的合
作，終發現老伯被困在高50米的斜坡下，遂派隊員進
行救援工作，成功把老伯帶回安全地方。
吳卓雄估計，在電視上關於戶外活動的宣傳增加，

尤其是挑戰極限的戶外運動，如在航道上游泳，熱門
地點是黃龍坑及南天門，參加的人數多，意外的次數
亦隨之增多，令出勤率每年以5%至10%遞增。
已加入民安隊25年的九龍區域D中隊高級小隊長莫

國華則認為，2003年沙士一役最令他印象深刻，當時
他被派去隔離營進行協助，他指，當時市民會因受困
隔離營而感到不快，所以需要諒解市民在情緒上的需
要。但隨着市民對傳染病的意識提高，其後因其他傳
染病而身處隔離營的市民的怨氣明顯減少。

■民安隊進行氣墊拯救演練。 鮑旻珊攝

■■離開寄養家庭十多離開寄養家庭十多
年年，，琪琪仍難忘當年的琪琪仍難忘當年的
生活點滴生活點滴。。 聶曉輝聶曉輝 攝攝

鄭少洲，一舟堂主。現為廣東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汕頭市美協國畫藝委
會副主任、汕頭市機關書畫院副院長、汕頭中國畫院畫師、《潮商》雜誌
副主編。
作品發表於《美術》雜誌、《中國日報》、《美術報》等；《廣東畫
報》、《沿海新潮》、汕頭電視台等均有專題報道。作品曾入選「全國新
聞界書畫家邀請展」、「世界潮人美術家作品邀請展」、「廣東省美術作
品展」、「綠化廣東畫展」、「廣東省第三屆中國畫展」、「廣東省第四
屆中國畫展」、「翰墨新象．中國名家邀請展」。部分作品在泰國、日本
等國家展出並被友人收藏。
出版有《鄭少洲國畫小品畫集》、《鄭少洲人物畫選》、《鄭少洲畫
集》、《潮韻》、《在水一方》、《大海情》等畫集、枱曆。並先後在廣
州、深圳、中山、揭陽、潮州等地舉辦個展。辭條入編《海峽兩岸書畫名
人大辭展》、《潮汕名人辭典》。
房棟，1978年生，吉林市人。結業於中央美術學院蘇百鈞教授工筆重彩

高研班，現為職業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吉林市美術家協會理事，
廣東南方美術館簽約畫家。
房棟的畫，先是追摹于非闇，畢兩年之功，專心描摹，細心體會，終於

初窺門徑。房棟對于非闇的學習，間接地吸收了古人的營養，為日後的藝
術精進打下基礎。他一步步地思考着如何沿着大師開創的道路拾級而上，
以更真誠、更具象、更多樣的審美形象和迥異先賢的思想工作進行創作。

他深知，不論工筆還是寫
意，如果想獲取學術的
厚度和深度，必須融
古涵今，用傳統來參
照當下思考，將時代
問題與傳統資源碰
撞，揚棄、共鳴並展
開新的藝術世界。

香港凱莉拍賣有限公司現在徵集6月大拍拍品，歡迎送拍。
公司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67-375 L.Plaza(萬利商業大廈)21樓2102室
電話：（852）2350 2822 電話：（852）5117 3217

6月17-18日預展，19-20日拍賣，預展及拍賣地點：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

由香港凱莉拍賣有限公司由香港凱莉拍賣有限公司、、香港凱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香港凱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南方美術館主辦的南方美術館主辦的「「雅韻—鄭少洲雅韻—鄭少洲、、房棟作品展房棟作品展」」於於20152015

年年55月月77--99日在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舉辦日在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舉辦，，免費入免費入

場場，，歡迎各界人士蒞臨指導歡迎各界人士蒞臨指導。。

鄭少洲鄭少洲 房棟蒞港辦聯展房棟蒞港辦聯展

開幕時間開幕時間：：20152015年年55月月77日日，，下午下午33時時

展覽時間展覽時間：：20152015年年55月月77--99日日，，1010::0000amam——1818::0000pmpm

展覽地址展覽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345345號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號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

■■

房
棟
房
棟

■■鄭少洲鄭少洲

■■鄭少洲鄭少洲《《京劇人物京劇人物》》 ■■鄭少洲鄭少洲《《江南二月江南二月》》

■■鄭少洲鄭少洲《《粵海春翠粵海春翠》》

■■

房
棟
房
棟
《《
金
龍
游
弋

金
龍
游
弋
》》

■■

房
棟
房
棟
《《
和
鳴
好
音

和
鳴
好
音
》》

■■房棟房棟《《壽帶紅柿壽帶紅柿》》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