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起啤酒，不少人會立即想起德
國，但其實鄰近的捷克也是啤酒王
國：現時市面常見的金黃啤酒便是
源於捷克的皮爾森（Pilsner）啤
酒。在十九世紀，捷克啤酒多數使

用原始的上層發酵法，以致啤酒色澤較為暗淡及混
濁，皮爾森市居民已不能忍受當時啤酒的質量，遂
於1839年自行集資成立「市民釀酒廠」。

新酒廠採用當時先進的下層發酵法，即酵母在
發酵後期沉澱在酒桶的下方，且需要在較低溫下
繁殖及發酵，發酵過程亦較慢。首先要在攝氏7
度至12度下發酵，及後再轉至0度至4度的低溫
環境「窖藏」，故啤酒酒精濃度偏低，口感亦較
為乾淨清爽。

酒廠亦專門聘請巴伐利亞著名釀酒師設計新啤
酒的製作工藝，第一桶皮爾森啤酒終在1842年面
世，帶有迷人的金黃色澤，故有「金色啤酒」之
稱，啤酒及釀造法亦迅速在中歐地方普及。

及至十九世紀末，隨着現代冷凍技術引進中
歐，下層發酵法已不需在地窖內進行，各地亦慢
慢開始釀造皮爾森啤酒。現時著名的皮爾森啤酒
品牌有Heineken、Amstel及Stella Artois等。談起
飲酒用語，「Pivo 」在捷克語解作「啤酒」；
「Na Zdrav í 」則有「乾杯」或「祝福」的意
思。 ■記者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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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上對港鐵「只加不減」的票價調整
機制詬病不斷的情況下，港鐵仍宣佈按照可
加可減方程式，加價2.7%，連續第7年上調票
價。港鐵年年盈利，仍堅持「加到盡」，完
全源於其一直秉持利益掛帥思維，漠視作為
公共機構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這種對自身
角色定位的偏差必須扭轉，否則一直享有壟
斷利潤和政策傾斜的港鐵，無法對公眾有一
個令人信服的交代，更給社會一個不良的樣
板。政府作為港鐵的大股東，更應該拿出決
心底氣，督促港鐵盡快檢討並優化票價釐定
機制，擺正角色定位，切實回應社會呼聲和
訴求。

港鐵根據「可加可減」機制，將去年十二
月的通脹率，和第四季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
變動，除二再相加，再扣除預設的生產力因
素，得出今年可以加票價2.7%的結果。儘管
加幅較去年4.3%低，但在年年有巨額盈餘、
香港整體經濟轉差的背景下，這個「奉旨照
加」的動作，實在令社會難以接受。應該看
到，目前的票價釐定機制，本就存在漏洞，
既沒有納入港鐵盈利指數的扣減，也沒有考
量經濟環境及市民負擔能力等因素，更不必
經行政會議通過就可直接執行調價，結果令
「可加可減」成了「只加不減」，令本意是
確保公眾利益的票價釐定機制，最後淪為港

鐵的利潤保障機制，同時也讓政府對公共運
輸票價調整喪失了應有的把關能力，這種情
況顯然不能繼續聽之任之。作為港鐵的最大
持份者，當局應有充分的底氣，督促港鐵公
司切實檢討票價釐定機制，解決其偏離乘客
利益和社會責任的問題。

俗話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可加
可減」機制冷冰冰，但執行機制的人應該有
關懷社會的溫情。作為長期享有行業壟斷利
益和政策傾斜優惠的機構，港鐵一方面接受
納稅人的資助，另一方面又強調商業原則，
更動輒以「照顧股東利益」為由拒絕拿出更
多資源回饋乘客，於情於理都站不住腳。所
謂角色定位決定路向方針，既然港鐵受惠於
房地產經營而擁有豐厚盈利，那麼就理應
「飲水思源」，多講回饋和責任，回復「生
而為鐵路」的屬性和本質，在鐵路業務上將
社會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畢竟嚴格來講，政
府才是港鐵的最大股東，換言之港鐵屬於全
體港人。這個屬性，在港鐵釐定票價時必須
要得到反映，不能被刻意漠視。

港鐵每日服務約450多萬港人，票價加減涉
及範圍極之廣泛，關乎市民切身利益。小加
幅，卻牽涉到大民生。穩定票價，實現真正的
可加可減，幫助市民節省交通開支，惟政府有
能力做到，這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盡快檢討港鐵「可加可減」機制
標準工時委員會昨天開會落實第二輪諮詢內

容，社民連及職工盟等反對派政黨策動圍堵主
席梁智鴻要求對話，令場面相當混亂，對諮詢
的氣氛和成效構成嚴重影響。反對派為了政黨
選舉利益，為了爭奪潛在選票，不擇手段博出
鏡造聲勢，經常策劃和煽動類似的衝擊、圍堵
行為，把經濟民生事務用來作為「抽水」工
具。這種方式把原本可以心平氣和尋求解決的
問題，鬧得複雜和對立，令問題更加難以解
決，許多香港大事，都毀在這種政治「抽水」
上。廣大市民有必要認清這種行動的危害性，
作出堅決抵制和譴責，努力排除其干擾。

標準工時委員會昨繼續在勞方缺席下開會。
會議期間社民連及職工盟等成員到開會大廈外
拉起橫額抗議示威，聲言不滿委員會拒絕提出
就標準工時立法。示威者堵塞電梯，有人更嘗
試打開車門對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進行衝擊，令
梁智鴻根本無法與有關人士進行溝通，也無法
向傳媒交代討論情況，最後只好在警方保護下
離開。

標準工時是一個涉及經濟民生的事項。在標
準工時立法諮詢中，勞方代表希望就標準工時
立法提出具體方案，給予基層勞工更大保障；
僱主一方則認為，設立標準工時無可避免會增
加僱主的經營成本，尤其是「一刀切」立法要
求各行各業實施標準工時，對於以中小企為主

的本港企業來說，無疑會削弱經營靈活性，令
中小企難以承受，更會對本港營商環境造成長
遠影響。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需要鼓勵各
方人士對有關問題充分發表意見，然後由政府
來進行歸納總結，去蕪存菁、博採眾長，最後
形成得到多數人認同的共識且具可操作性的方
案。只有經過一定時間的充分、理性的諮詢，
才能讓社會更深入了解、思考相關問題，政府
採納的相關政策措施才能切中要害，才能得到
更多市民的支持，打工仔和僱主的利益才能得
到兼顧，問題才能較為圓滿的解決。

但是，反對派為了其一己之私，不惜利用涉
及經濟和民生的事項來煽動衝擊，大肆「抽
水」，離九月立法會選舉的時間越近，這樣的
事情就越多。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問
題，而是藉此來挑起事端，製造曝光，引起關
注，從而爭取支持、騙取選票。他們這樣做，
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把事情搞得越來
越複雜和更加難以解決。因此，廣大市民要看
清楚反對派挑起和煽動衝擊的真實目的，要站
出來抵制反對派這些無助於問題解決的過激做
法，社會輿論更要揭露和譴責反對派為了一己
之私的「抽水」行為。只有理性溝通，通過多
方諮詢來縮窄分歧，凝聚共識，達致多贏，才
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之道。

（相關新聞刊A9版）

政治「抽水」破壞經濟民生大事

旅界盼「跑熱」布拉格半馬
料習主席訪捷帶旺兩地旅遊 歐洲體育之都成港迷新愛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尹妮）體育
盛事與地區觀光融
合起來，成為近年
流行的旅遊模式。
捷克首都布拉格今

年獲歐洲體育之都協會授予「歐洲體育之都」
稱 號 ， 將 於 本 周 六 日 舉 行 赫 維 斯
（Sportisimo） 布拉格半馬拉松賽，將吸引
來自世界各地的體育愛好者到場。有香港旅
行社表示，近年運動自由行大熱，有港人到
日本、新加坡等地參加馬拉松比賽，相信未來
布拉格將會成為香港體育旅遊的選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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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及經濟均與泡沫勾上關係，
有經濟專家認為「沒有泡沫的啤
酒不是啤酒，新經濟發展亦是如
此」。居於香港的捷克酒吧經理
Lubomir Sakmary指，去年及今

年都不是最好的生意時機，但相信不同地區均爭取
與中國內地有經貿合作關係，期望未來內地、香港
及捷克的關係更緊密，三方互利互贏。談到啤酒，
Lubomir指捷克人愛飲酒議政，港人則以酒解壓，笑
說：「We love beer！」（我們都愛啤酒）。
捷克位於歐洲中部，融合東西歐文化，故有「歐
洲之心」美譽。捷克另一個特色是「啤酒大國」，
當地每年至少消耗17億公升啤酒，平均每人每日
至少喝上一瓶啤酒，人均啤酒消費量達162公升，
名列世界第一。位於亞洲、同樣融合中西文化的香
港，近年亦與美酒拉上關係，據港府統計處數據顯
示，進口香港含酒精飲料貨值由去年12.7億元增加
41%至今年的17.3億元。2004年至2014年間，香
港人均飲酒量由2.57公升增至2.8公升。

啤酒商港開吧 宣傳「豐胸」吸客
近期手工啤酒在港大熱，啤酒大國捷克亦不遑多

讓，有集團於去年8月決定在港開設酒吧，帶來具
有傳統風味的捷克啤酒。Pivo Czech Bar經理Lu-
bomir Sakmary表示，場內有當地著名品牌如Bu-
dar 生啤、Pilsner Urquell 生啤、 Kozel Dark 黑
啤，其中Pilsner Urquell是使用皮爾森式(Pilsner )
釀造法製成，酒精度多在5%以下，帶有淡淡甜味
及具有標誌性的泡沫。啤酒有「鬼佬涼茶」之稱，
捷克人更有一句諺語：「啤酒能造就好身材。」
Lubomir向記者指稱，捷克女孩愛飲 Kozel Dark
黑啤，因相信黑啤有豐胸功效。
他續說，酒吧每日至少有一名捷克人到場，他們
多愛點Budar生啤及Pilsner Urquell生啤，兩者均
是味道較淡，宜配味道較重的菜式；港人同樣愛飲
Pilsner Urquell生啤，貪其易入口。
Lubomir表示，捷克人最愛在小酒館飲酒談論政

治，更會投訴生活及工作上不順心的事，但強調捷
克人並非小心眼，只是表達對事件的看法。
Lubomir指，港人則多在下班後小酌數杯減壓，

或三五成群的年輕人享受美酒佳餚。他又表示，香
港有很多藝術活動及歷史建築物，最期待能到香港
的海灘遊玩，因為捷克沒有真正的海灘，美其名只
是一個小灘。

信習近平訪問帶動兩地經濟
從啤酒上的泡沫談到經濟，Lubomir認為，去年

酒吧的生意不景氣，相信今年仍需努力守業。被問
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捷克進行國事訪問，並簽署中
捷經貿和金融投資合作的20份協議與合同，會否
有助兩地發展，Lubomir指，現時各國均爭取與中
國內地有經貿合作關係，因為內地有很多發展機
會，故相信習近平此行能帶動兩地經濟發展，亦期
望港人因而多加了解捷克的文化歷史。

■記者楊佩韻

捷克男酒喻政經 冀三地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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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拉格4月起將舉行多場體育賽事，如
本周六舉行的「赫維斯布拉格半馬拉松

賽」，比賽起點及終點均在布拉格的文化歷史
中心，靠近猶太區，是捷克最大和最快的半程
馬拉松賽事。而下月底的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2016年賽季及公開賽，是捷克境內最重要的女
子網球比賽；5月8日舉行的2016年周末馬拉
松，更有逾一萬名選手參加，不但是捷克傳統
體育活動，亦是世界上較壯觀的馬拉松賽事之
一。
據捷克旅遊官方網站資料顯示，布拉格亦會舉

行國際山地單車比賽、田徑賽事、輪椅地板球公
開賽及鐵人三項賽等。

料恐襲「冷卻」吸更多港人
舉辦運動自由行的傲遊天地負責人蔡駿豪表
示，近年運動自由行大熱，有港人到日本、新加
坡等地參加馬拉松活動，但最近歐洲發生恐襲及
難民潮等不明朗因素，故4月份舉行的布拉格半

馬拉松賽暫時未有人報名。但他指，捷克及東歐
的自由行仍約有數十團報名，機票連酒店的旅遊
套票約一萬元，並稱東西歐亦是港人的熱門旅遊
地點，相信不明朗因素退去後，會吸引更多港人
到捷克及克羅地亞等地旅遊。
縱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表示，近年收到不少有

關捷克、巴爾幹半島深度遊的查詢，亦有零星旅
行團到訪當地，但目前香港與捷克的旅遊市場發
展未成熟，預料未來會有更多發展機會。
東瀛遊旅行社執行董事禤國全指出，歐洲旅遊

市場當中，港人選擇到東歐的比例為20%，平均
每月會有3團至4團從香港出發。他相信國家主
席習近平捷克之旅，會令市場「炒熱」捷克，或
會增加兩地旅遊交流。

姚思榮倡體育團體旅社合作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指，從前旅遊以觀光

為主，近期轉至自由行甚至是體育旅遊，而隨着
資訊發達，相信會吸引港人到外地參與體育活

動，間接帶動旅遊業發展。
但他指，香港體育團體在組團參與外地體育盛事

時，若行程包括旅遊及有盈利的話，便要小心細
節，因為體育團體沒有營辦旅行商業牌照，不宜舉
行有盈利的旅遊項目，建議與旅行社合作營辦。
姚思榮續說，近年歐元幣值下跌，加上廉價機

票盛行，港人到歐洲旅遊的意慾增多，但受到恐
襲及難民潮等不明朗因素影響，或會因而卻步，
相信有關問題能控制後，香港將會掀起歐遊熱潮。

網民分享布拉格之跑
有網民曾參與布拉格馬拉松賽事，並於網上

發文分享。網民Jimmy憶述2008年參與該項賽
事並與其他國籍的人士一起衝過終點時，「我
們兩個很有默契的喘完氣後， 握手互相祝賀，
恭喜對方完成馬拉松。」
有港人更在網上平台發帖文表示，打算到布

拉格參與馬拉松，順便遊覽捷克，並向其他網
友建議旅遊行程。

■本周六日將舉行赫維斯（Sportisimo）布拉格半馬拉松賽。圖為往屆實況。
捷克旅遊局供圖

■在港開設捷克酒吧的經理Lubomir Sakmary。
記者楊佩韻 攝

布拉格4月至8月體育賽事
日期/賽事

4月2日/
赫維斯布拉格半馬拉松賽

4月25日至5月2日/
WTA布拉格斯巴達公開賽

5月8日/
2016年周末馬拉松

5月/
國際山地單車比賽

6月/
Josef Odložil 紀念賽

7月30日/
布拉格周末鐵人三項賽
（TRIPrague）

8月4日至6日/
布拉格輪椅地板球公開賽

資料來源：捷克旅遊局 製表：記者 尹妮

簡介

比賽起點及終點均在布拉格的
文化歷史中心，靠近猶太區，
是捷克最大和最快的半程馬拉
松賽事

捷克境內最重要的女子網球比
賽，是ITF巡迴賽的一部分

從老城廣場出發，穿過巴黎街
（Parížská Street），途經伏
爾塔瓦河、布拉格歌特式建築
查理大橋及遠眺布拉格城堡

參賽者將穿梭小城和城堡區，
賽道約長1,250米，最吸引觀眾
的賽段要數布拉格城堡前傾斜
的190 個台階

國際性田徑賽事，屬於歐洲室
外田徑黃金大獎賽系列，包括
100米和 400米跑、跳高、撐
竿跳、標槍等項目

賽事包括 1.9 公里游泳、80 公
里騎行及21公里跑步，比賽期
間還安排兒童參加的助興比賽

（Prague Wheel Open）包括
點球比賽、個人技能比賽及電
子輪椅地板球比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