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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寓意健康合拍
主席黃炳明（明哥）指，當年同期畢業的
同學身為赤航另一龍舟隊「舊生龍」的會
員，「他們在『舊生龍』中像大師兄，但又
想找同期舊生，搞一條『千歲龍』。」他解
釋，一條龍舟廿人，每個人半百歲，加起就
一千歲，於是各人號召昔日書友，湊夠人數
後為新隊改名，「我們想健康，又想合拍，
所以取名『康柏龍』。」

「成班同學，勝在凝聚力強」

隊員之一、藝人王俊棠（棠哥）說，赤航
自設龍舟隊，不少學生都曾參賽，反而畢業
後無機會參加，不過赤航學生多對水上活動
有情意結，故組成「康柏龍」亦得到不少人
和應。然而中年人的體能普遍較年輕人遜
色，「康柏龍」又有何優勢？棠哥答道：
「我們一班同學，每次練習都好多人，凝聚
力很強！」他續稱，隊員間有人已近六旬，
大家都抱「見得一面得一面」的心態重
聚。

「求的不是成績，是相聚」
教練胡志強（Ricky）補充，現時康柏龍平
均每周約有 40 人專程回到赤柱訓練，不少畢
業生都曾行船或從事紀律部隊，因此體能不
算太差，加上赤航紀律嚴明，畢業生的自律
性也較高，「龍舟是非常高體能的運動，曾
見過外面的年輕人，扒了兩三次已支持不
住。但我們不是求成績，是希望相聚。」

昔寄宿共對 重聚默契現

糯米飄香

葉失收「粽麼辦」
？ 老字號不加價
未食五月粽，寒衣不入櫳。姑勿論寒衣是否早
已收起，為了一嚐端午粽的糯米飄香，不少市民
都會提早預訂特色粽子，趁五月初五與家人品
粽、賞龍舟。不過今年粽葉失收，來貨價升一成
至兩成半，有店家選擇將成本轉嫁消費者，為手
做粽保留應有的價值；亦有老字號憂市道差，加
價不利銷情，決定凍結售價。

老三陽：怕加價趕客
年近八旬仍親自
到店內打點的銅
鑼灣老三陽老闆
祁廣楠表示，
製粽的成本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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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力再強 沒團隊沒意思
教練陳震威指，組隊「大力龍」羅致不同階層的
職員，龍舟講求體育合作精神，新人參與的挑戰
是，如何可好好協調大家的合作性，「就算你一個
人的體力有多充分，合作性不夠其實完全沒意

格「樣樣都加」，整體加幅達一成半，其中因為
今年天氣影響粽葉失收，所以葉價升幅較明顯。
他認為，端午節生意「每年都差不多。」，但今
年經濟市道一般，因此沒有加價，「怕加價後會
無生意。」公司今年接獲的訂單數量比去年略升
一成，他笑言「已經好滿意啦！」
祁廣楠又透露，有公司客戶一次過預訂 5,000 多
隻傳統端午粽，送給伙計與眾同樂，今年老三陽
會如往年一樣，預備了約十萬隻粽應市，並有信
心可以沽清存貨，「有一年下大雨，都賣得清，
今年應該沒問題。」面對近年坊間主打健康粽取
代熱量高的傳統粽，祁廣楠卻道出另一番景況：
「新粽冇乜生意㗎，都係後生仔貪新鮮玩吓，始
終係傳統粽好賣。」老三陽今年沒有再推出新款
式的粽，仍舊主打蛋黃鮮肉粽、蛋黃火腿粽、紅
豆豆沙粽等傳統款式，「多人買，大家食慣
咗。」

家庭檔靠「自力」慳人工

競渡靠合作 玩法趨多元
未屆端午節，各區龍舟賽道已鑼鼓喧天，健兒紛
紛為正日賽事積極備戰，新丁隊伍亦不例外，立志
殺入決賽挑戰極限。負責賽事運作的龍舟專家王錦
泉指，近年龍舟玩法愈趨多元化，他們亦有意於暑
假後引入新興的「五人龍舟」，為本地龍舟注入新
元素。
永明金融今年派出 9 支隊伍參加赤柱國際龍舟錦
標賽。首次參賽的「大力龍」，隊中逾九成人為龍
舟新丁，分區總監李護寧是其中之一，他笑言最初
下水以為自己成功划槳已經很厲害，「點知原來幾
個人已經可以扒贏一隊人。」他曾看過有人「扒到
嘔」，更意識到龍舟競賽對體能操練的需求，但
「感覺很好，成件事很熱血，很有衝勁，而且這是
一門非常講究合作的運動。」

神奇的是，由黃毛小子到花甲之年，手足
間的默契卻未有隨時間流逝，要「落艇」便
數人動身推船下海。明哥解釋，少時的學校
寄宿生活雖艱苦但快樂，一周只可回家一
天，「共處 3 年，每天 24 小時相對，讀書、
水上活動、睡覺，當時對同學仲多過對家
人！」默契由 40 年前練成，「可能大家都一
同成長，重聚時性格也較容易磨合。」
這幫上世紀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入學的
赤航大師兄，一聚首便回憶兒時往事，「以
前飯堂的牛肉粒硬到好似擦膠！」、「睡床
只有兩塊木板，會夾到肉！」口中說珍惜下
半生的相處時光，但亦不忘競賽必備的鬥
志，一問到比賽目標時，棠哥劈頭一句：
「入甲組！」誓要助「康柏龍」挑戰極限；
Ricky 則希望「扒到 70 歲」；唯獨健康曾響
警號的明哥希望大家舒適為先，「雖然大家
年紀有返咁上下，要量力而為。但落場一定
會想贏，他們各方面都好有紀律，惟有這一
點『話極唔聽』，要『搏到盡』，哈哈。」

思。」他指隊員目標是殺入決賽，「爭盃就最
好啦！不過失敗了也沒所謂， 最重要是訓
練到大家的團隊合作。」

穗興起「五人舟」研在港推廣
有 40 年多年經驗的赤柱龍舟協會主席王錦泉
指，龍舟玩法漸趨多元化，既有公司組隊，也有更
多不同年紀人士來參賽，而龍舟的人數多寡也隨時
代改變。王錦泉表示，龍舟的人數多集中於 20 個健
兒的「標準龍」，但內地仍保留多達上百人參與的
「大龍」，本港部分地區亦有 40 人撐槳的「中
龍」。他透露，廣州近年興起「五人龍舟」，他有
意於暑假過後在本地推廣「五人龍舟」，但暫時觀
察到港人仍較喜歡數十人一起扒龍舟，「多啲人投
入啲嘛！」
「永明金融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將於端午正日
假赤柱正灘進行，今年有 280 隊本港
及海外隊伍、逾6,000名健兒參賽，大
會預料當日可吸引 16.5 萬名觀眾到場
&
欣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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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青「有粽
有粽」
」有創 意 膺主管製泡菜粽
「明朗服務」的食物製造廠雖然只
有小小數百平方呎，卻是個協助更生
青年重回正軌的「夢工場」。善導會
旗下的社會企業「明朗服務」自2008
年起成立「有粽計劃」，與連鎖食肆
合作，由釋囚及弱勢社群製粽並供應
市面，7年來為逾6,000個釋囚提供自
力更生的機會。

適逢與食肆合作「明朗」播「善種」
明朗服務 1997 年成立之初只有
搬運及清潔工種助更生人士重投職
場。其後針對青年釋囚成立「有粽
計劃」，提供廚房及食物製作等工
種，讓他們有更多職業選擇，適逢
與連鎖中式食肆合作，對方將粽交
由明朗服務的食物工場負責製作，
合作至今。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業務經理陳寶
聲透露，更生人士一般會透過懲教
處及善導會轉介至公司，接受訓練
後便可工作。予他印象最深刻的成
功個案，是曾經販毒的現任工場主
管，為人有責任心及解難能力強，
甚至獲其他參觀機構邀請他跳槽。
雖然該主管只有23歲，但在工場累
積5年經驗，近年甚至幫忙設計出泡

菜粽及黑糯米甜薯粽等特別口味。
另一更生人士阿卓笑言，要有足
夠經驗才可以幫忙設計粽，自嘲裹
粽技術只被主管評為「外形得七八
十分」，因此會負責搬運等其他工
作，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陳寶聲憶
述，社企在接手更生員工時也會遇
到挑戰，「有些人會遲大到，晚一
個多小時回到公司，還要吃完早餐
才開工。」他表示，事實上非每一
個案都成功回頭是岸，能否改過自
新，最終仍要視乎當事人的心態。
工廠現時只有五人工作，十隻手
負責準備材料、包粽、蒸粽、包裝
至物流過程全包宴服務。陳寶聲補
充，今年端午節保守估計要製作約
8 萬隻粽，供應予商業機構及教學
或宗教團體節日送暖活動之用，惟
人手有限，必要時甚至辦公室員工
亦要落場幫忙。「有粽計劃」今年
與新結盟的商業機構合作，增加一
個面對公眾的渠道，讓別具意義的
「粽子」在社區散
播開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袁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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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石硤尾南山邨街市一角的嘉
湖，區氏五姊弟分工合作為顧客調
製出手做滋味粽。區愛珍同樣指出，
材料來價最貴的是粽葉，「一斤都要
36 元！」比去年貴逾兩成，蛋黃亦
有輕微加幅，加上最低工資實施，
嘉湖亦需要額外聘請近十個人手幫
忙裹粽及銷粽，「每人時薪平均都要
40 幾元，你用政府價錢請人，根本沒
有人來做，又熱又辛苦。」區氏姊弟
每年都出動家人幫忙裹粽，區愛珍補
充，「自己做返，感覺上利潤高了，
其實只是慳自己的人工。」
嘉湖今年繼續推出 13 款、約逾萬隻
粽應市，區愛珍稱，當中腩肉粽銷情
頗佳，但亦是最花工夫和時間製作，
「腩肉切完會縮水，與瘦肉相配，腩
肉的分量要再多一點。」她坦言看到
腩肉粽就怕，「好浪費時間去配肉，
只是配300隻腩肉粽的餡料，都要花4
小時，包粽比配粽還要快。」她續
指，包腩肉粽要用多一倍時間，「包
30 隻普通粽的時間，腩肉粽只包到 15
隻。」因此亦特別矜貴，三款腩肉粽
單隻售價介乎65元至85元，粽的售價
亦按年上升約7%至25%不等。不過手
做粽矜貴，自然有價亦有市，嘉湖早
於本月初已截單，暫停預訂，端午節
將預留少量現貨供客人即場購買。

鴻星首推冰粽鮑魚粽
鴻星集團今年推出冰粽、鮑魚竹筒
粽等特色端午粽，又特別開班授徒，
教市民自製粽子。發言人指，今年食
材成本上升，不過沒有加價，藉以達
到巿場可接納的水平，預計銷情與去
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楚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