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放軍營門券3句鐘派清
乖仔去年無緣入營失望 母今年請假排隊圓兒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為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1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於7月1日起，一

連兩日分別開放昂船洲軍營、新圍軍營及石崗軍

營予公眾參觀。駐軍昨早在6處軍營門外，免費

派發共2.6萬張門券，不消三句鐘經已派發完

畢。不少市民為免錯失近距離一睹軍人英姿的機

會，均提早在軍營門外輪候，有特意請假一天到

場輪候的市民直言已「等了一年」，終順利領取

門券，一圓兒子的「軍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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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將迎來七一，為進一步
增加香港各界對駐軍的了

解，駐軍特於7月1日開放昂船洲
及新圍軍營，以及翌日（2日）開
放石崗軍營予公眾參觀。昨早8時
半，駐軍於6處軍營門外，向市民
派發1萬張昂船洲軍營、8,000張新
圍軍營及8,000張石崗軍營合共2.6
萬張參觀門券。每名市民最多可領
取4張參觀券。

攝影發燒「老友」排頭位
門券派發點之一的中環軍營門
外，昨早8時已有逾150名市民到
場輪候。不少市民均「有備而
來」，帶備防曬傘、書籍、報紙及
平板電腦等「排隊必備工具」。在
為70歲以上長者及殘疾人士而設的
「綠色通道」，「排頭位」的蕭伯
過去曾4次參觀軍營。
他雖居住港島區，鄰近門券派發
點，惟仍「以防萬一」於早上6時
半到場排隊。身為攝影發燒友的他
指出，屆時將「全副武裝」，攝影
裝備充足入場，務求拍攝一輯滿意
的駐軍照片，並透露已與相熟朋友
訂場舉辦攝影展，不排除屆時展出
所拍攝的駐軍照。
居於港島區、育有一對子女的張
先生於早上5時半到場，取得一般
通道第四名的排位。首次參觀軍營
的他指出，過去假日均會與子女進
行各類親子活動，期望藉參觀軍
營，讓日漸長大、日常習慣有旁人
照顧的子女有一番新體會，學習軍
人紀律嚴謹的態度，加強他們的獨
立自主個性。
排第二的陳先生表示，過去十多

年均有參觀軍營，最喜歡文藝表演
及戰艦展出，已計劃今年與親朋好
友一同參觀昂船洲軍營。
江小姐昨日更特意請假一天，攜

同就讀小三的兒子於早上約6時到
中環軍營門外，排隊領取門券。她
表示，去年兒子已想入軍營一睹軍
人英姿，惟因自己不知領取門券的
地址而最終未能成事，直言兒子知
悉無緣入內時大感失望，其後更要
求她「下一年一定要記住，我們一
定要來（軍營）。」

全家初觀營最想睇軍艦
為滿足兒子的要求，江小姐早前

已向朋友、家人打探今年派發門券
的具體消息，今年終可圓兒子的
「軍營夢」，「我們等了一年
啦！」她笑言，未有特定入內參觀
什麼，期望兒子可從中學習軍人的
紀律性。帶同一對子女領取門券的
陳先生表示，是次為全家首次參觀
軍營，首選昂船洲軍營，期望目睹
戰艦等軍用裝備。
一連兩日的開放軍營節目豐富。

3個軍營除了均備有升國旗儀式、
軍樂隊列表演、刺殺操表演以外，
亦各自安排了不少節目。昂船洲軍
營準備了多個戰艦模擬展示，包括
艦炮模擬射擊、艦艇損管訓練、艦
艇模擬操縱、單兵激光模擬對抗等
多個模擬訓練體驗。新圍軍營則有
陸軍裝備展示、衛生救護及後勤保
障裝備與器材展示等。石崗軍營亦
安排了單兵激光模擬對抗訓練體
驗，以及陸、空軍裝備展示。入場
市民更有機會一嚐駐軍親手製作的
小菜糕點。

昨日有市民為免
遲來領不到門券，
於凌晨時分即從家
中出發，到軍營門
外排隊。亦有返港

工作的「海歸派」為求親身見識
一下駐軍內部訓練的情況，提早
到場排隊。於新加坡居住了約廿
年的港人吳先生半年前返港實習
工作。曾在新加坡服兩年兵役的
他認為，中國軍隊步操很整齊，
感覺專業，故昨早約6時到中環
軍營門外排隊領取門券，以求親
身體驗一下軍隊內部訓練的情
況，「想見識一下。」
有市民長途跋涉，只求取得

「心頭票」。居於大埔、從事保
險行業的黃先生昨日凌晨4時從
家中出發，乘搭通宵巴士到中環
軍營門外排隊，希望屆時與子女
一同入場參觀。
他表示，過去曾多次參觀軍

營，份外喜歡解放軍特種部隊模
擬訓練。
居於中西區的謝先生亦手抱3

歲女兒，到軍營門外領取門券。
他指出，曾參觀過軍營，但女兒
未試過入內親身接觸軍營設備，
直言七一為公眾假期，不想困在
家中，故決定舉家參觀昂船洲軍
營。 ■記者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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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姐稱今年終可圓江小姐稱今年終可圓
兒子的兒子的「「軍營夢軍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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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指是次為全家首次陳先生指是次為全家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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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伯稱屆時將「全副武裝」入
場。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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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或波動 港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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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宜、李愷茵）每個人心
中都有夢想，但若不肯付出努力去實踐，那只會淪為
「空想」。100名中三至中六學生，昨日懷着心中的夢
想，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合辦的
「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向5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客戶分
享他們的夢想及實踐夢想的方法。主辦單位邀請了「神
奇小子」曹星如，分享他成為職業拳手的心路歷程。
今年的「成功在望」獎勵計劃以「分享夢想」為主

題，旨在鼓勵年輕人探索自己的夢想，並勇於與身邊的
人分享。早前，一眾參加者已遞交「夢想計劃書」，當
中100名順利進入昨日「尋找夢想天使」活動，向嘉賓
們推銷自己的夢想與實踐計劃，競逐晉身決賽。
就讀中五的任芷晴是活動其中一個參加者，現正修讀
應用學習課程中的甜品及咖啡店營運，學習調配咖啡。
她希望將來成為一名咖啡師及創立自己的咖啡店，除了
因為自身對咖啡的興趣，更希望紓緩港人的生活壓力，
「假如客人來到我的咖啡店能夠暫時放鬆一下，我會很
滿足。」
任同學坦言，成績與夢想是同等重要，因此她除了學
習沖調咖啡，她還修讀經濟科，學習有關商業的知識，
將來更打算到台灣進修相關課程。她認為本港的環境確
實增加了創業的困難，因此有打算將來到台灣實現夢
想，因當地的咖啡文化較為濃厚。
主辦方昨日更邀請被譽為「神奇小子」的香港職業拳
手曹星如，分享他如何踏上這條不敗拳王之路，以自身
追夢經歷身去勉勵年輕人在追夢的過程中要堅持。
曹星如指小時候沒有人生方向，亦沒有夢想，所以認

為「站在原地最安全」。他也曾經報讀過不少課程，但只是為
了敷衍家人。輾轉之下，他加入了現時教練兼經理人的拳館，
並慢慢地對打拳產生興趣，並從中得到從未有過的滿足感和他
人的認同。他笑言本來沒有打算把打拳作為職業，但現時打拳
已成為了他人生重要的一環。

■曹星如（左三）及陳維安（左五）與一眾參加者合照。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引發
環球金融市場震盪，港府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對英國公投
的結果感到相當意外，認為
最受影響的是英國本土經

濟；他又預期股市及匯市的波動將會持續，但港府
已作不同準備，包括壓力測試和提高監管等，有信
心處理好市場波動。
曾俊華昨日下午結束訪京行程返抵本港、在機場
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英國脫歐影響最大的相信是
當地本土經濟，上周五有結果當日，匯市、股市等
各方面均出現非常大的波動，相信這些波動將會延
續一段時期。
至於本港方面，曾俊華說，當日股市一度下跌逾
千點，但收市時跌幅已收窄至約六百點，反映市場
在波動時期，仍能維持有秩序的運作，是一件好
事，值得高興。

料英需時了解脫歐問題
他又形容，脫歐問題複雜，以往從未試過，相信

英國亦需一段時間了解，才可決定怎樣走；現時本
港需要密切留意英國方面如何應對此問題。而港府
就脫歐的可能性，亦已作出很多不同準備，如壓力
測試和提高監管等，故有信心處理好目前的市場波
動。
曾俊華昨日亦以《脫歐之後》為題發表網誌，指
事前按照民調結果和博彩公司賠率，選擇留歐的英
國國民應佔多數，因此當他得悉脫歐的結果後，實
在感到相當意外。
他解釋，英國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全球第五大

經濟體， 脫歐這令市場意外的消息一出，各地金
融及外匯市場即時出現劇烈震盪。未來英國和歐盟
將要就脫歐的後續安排展開經年的漫長談判，將為
環球經濟帶來長期的不確定因素，對香港經濟亦有
影響，因此政府將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不過，他認為，雖然英國脫歐難免為世界的政經

格局引起一陣波瀾， 但全球經貿高速融合的大方
向，卻暫不見逆轉的勢頭。事實上，國際社會一直
在不同範疇推動更大程度的合作，當中包括稅務和
防止逃稅上的合作。

他續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亦一直
努力緊貼最新形勢，本港上周也在多方面取得重要
進展，包括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以及應對稅基
侵蝕及利潤轉移的工作等。
他形容，香港吃的是「四方飯」， 可擁有今天

的經濟成就和國際地位，靠的是廣闊的商貿網絡和
深厚人脈，四通八達的國際交通網絡，以及靈活變
通的人才及與時並進的制度。
作為外向型的細小經濟體，香港更需繼續保持

香港國際化的環境，在各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合
作，吸引各地資金、企業和人才來港，保持本港
優勢。

冀港明年盡早加入亞投行
曾俊華是於上周五到訪北京，其間曾與中證監主

席劉士余面會，並出席亞投行第一周年理事會會議
等。他回港後稱，曾與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見面，理
解到除香港外，還有二十、三十個國家或地區欲加
入亞投行，他希望香港可在明年盡早加入。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
翔） 「香港小輪」與「和富
社企」聯合主辦的《愛家愛港
「童」您活潑成長》系列活動
昨日啟動，第一項活動是邀請
基層家庭兒童與家長共千餘
人，免費乘坐遊船，享自助
餐、看表演、賞維港風光。
香港小輪集團總經理何志
盛致開幕辭，表示香港小輪
以做渡輪起家，希望利用公
司資源幫助基層兒童欣賞維
港風光，讓他們知道香港由
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大都市，
歷經了幾代人努力，一定要
珍惜。同時借助活動傳達健
康理念，這次遊船河配發的
宣傳資料，就希望小朋友們
知道要健康飲食，及如何正
確應對成長中的壓力。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
致辭時表示，這是一次很有意
義的活動，能讓小朋友與家長
一起開開心心一起玩。
港人工作辛苦工時長，大家

應珍惜陪伴兒童一起成長的機
會，多付出，少埋怨，一家和
睦最重要。
昨日參與活動的兒童與家長

都表現興奮，滿船歡樂。六歲
女童張婉晴表示很好玩，最喜
歡和媽咪一起遊船河。
張太表示，第一次和女兒坐

遊船享自助餐，可惜小女兒要
補習未能同行。
浸信會社會服務處社工蘇姑

娘表示，活動為他們提供了
165個名額，她表示這些活動
很有意義，讓基層家庭享受親
子之樂。

逾千基層免費遊維港

■■黃先生特意凌晨搭通宵巴士到黃先生特意凌晨搭通宵巴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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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先生稱七一為公眾假期，不想
困在家中。 劉國權 攝

■港童們遊船河賞維港兩岸雀躍不已。殷翔 攝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左五）與主辦
機構主持開幕禮。 殷翔 攝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軍營開放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軍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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