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友」拍蛇美態 國際賽奪亞
住雨林練出神耳 聽得出逾百種動物叫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這張拍

到她對着鏡頭笑，這張相她剛睡醒，多可

愛！」，在「龍友」Sam Yue的眼中，模特

兒在他操刀的相片裡千嬌百媚，但這種美態

並非人人受落，因為當中的主角不是人，而

是人見人怕的蛇。一直醉心動物學及動物攝

影的他，曾在婆羅洲等原始熱帶雨林住上一

年，鍛煉出辨別上百種動物叫聲的能力，靠

敏銳的視覺和聽覺找出罕見動物的藏身之

處，同時用鏡頭捕捉對方瞬間動態。最近他

就憑藉4張以蛇為主題的相片，勇奪法國攝

影大賽Prix de la Photographie自然攝影組

的「亞軍」及「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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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屬於亞
熱帶地區，有
非常多元的生
物 種 類 。
Sam Yue的得

獎作品中，令他最感驕傲的
一張，是拍攝到香港的青竹
蛇，顯示出本港不單是石屎
森林，也有豐富的野外生
態。雖然環境保育往往與城
市發展對立，香港仍然保留
美麗的郊野公園和稀有物
種，令人驚喜。
Sam的其他作品還包括盧

文氏樹蛙，這是香港特有而
且瀕危的物種。在香港國際
機場施工前，保育人士將牠
們分散搬至數個地點，成為
非常少數人工繁殖的成功例
子。而保育和發展的拉鋸卻
不會就此完結，時至今日，
機場擬建第三條跑道，亦對
當地的生物造成威脅。

指港保育遜台
現居香港，Sam於過去半

年致力組織生態團，透過社
交網站招募團友，到龍虎山
於晚上7時半起行，行3小
時夜山，觀賞蛇、蛙、蟲等
自然生物，希望更多人了解
保育的重要。

他認為香港的保育工作與東南亞其
他國家及地區比較已屬不錯，但仍不
及台灣，例如回收廢物的種類仍可做
得更廣泛。
因為屬亞熱帶氣候，以蛇和蛙為

例，香港的物種比加拿大還要多，所
有郊野公園都可提供拍攝生態照片的
素材。Sam笑言，行山就如逛街，可
使人忘記一切煩惱，故建議家長多帶
孩子接觸大自然，這比起整天對着電
子產品好。 ■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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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健康膚色的Sam並非一般「龍友」，他拍過上千張
野生動物照片，談起作品時總是眉飛色舞。原來他對

大自然的熱愛早在兒時萌芽：「看過專門與危險野生動物
零距離接觸的『鱷魚先生』電視節目，已決定長大後要做
類似工作，加上飼養過瀕危物種龍貓，從小已明白保育理
念。」

雲豹身邊過 與象群對峙
Sam Yue的動物攝影生涯約始於兩年前，當時他正修讀
碩士，因研究需要，曾遠赴婆羅洲熱帶雨林，天天與野生
動物為伍。為紀錄珍貴時刻，他上網自學攝影。
要以鏡頭「捕捉」夜行動物，Sam需在夜間出動，必備

器材除了相機、鏡頭、閃光燈、手電筒外，還有一把廉價
的白色傘子，以作反光板和行山杖之用。
即使對攝影器材頗為講究，對在熱帶雨林生活則不可太
有要求。Sam分享指，他在森林裡睡的是吊床，跳入湖裡
便可洗澡，叢林就是洗手間，「有次一隻雲豹在我面前直
行直過，幸好牠不肚餓；亦有次駕車時，遇上象群停在路
中心進食，當我嘗試慢駛過去，象群的領袖朝我衝過來，
迫我後退，最後等了兩小時牠們才離去。」

法攝影賽獲自然組兩獎
經過長年的研究，Sam對很多野生動物均了如指掌。一
直居於加拿大的他，近年來港升學，現於港大修讀生物科

學學院博士。即使是罕見的蛙類或昆蟲，他都知道其名字
和習性。他的攝影作品還包括只有指頭大小的豬籠草蛙，
雖然一般人難以發現，但Sam卻可憑聽覺找到牠。原來在
婆羅洲生活期間，他訓練出靈敏的視覺和聽覺，能分辨約
百種不同動物的叫聲：「最難分辨的是雀鳥，因為牠們經
常變聲。」
近日Sam首次以《蛇》系列作品參加國際攝影比賽，並
從逾85個國家及地區的攝影師中突圍，獲法國攝影大賽
Prix de la Photographie自然攝影組的「亞軍」以及「榮譽
獎」。得獎作品分別取材於婆羅洲、香港和台灣，他認為
這證明了蛇可以很美麗，能登大雅之堂，也希望能透過鏡
頭喚起大眾對較冷門物種的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越來越「兩極化」，候任醫學界立法會
議員陳沛然（見圖）昨日形容，自己是
「中間派」議員，投票時不會被綑綁於
任何陣營，更期望可在議會內發揮「中

場球員」的角色，在議會內協助推動各
項議題。
陳沛然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根據醫學界過往的大型民調發現，業界
中是建制與非建制各佔一半，故自己會
做個「中間派」議員，投票時不會被綑
綁於任何陣營。本身熱愛足球的他形
容，期望在議會擔當「中場球員」的角
色，不求吸引注意，但求協助推動各項
議題，例如倘有派別在某些議題上差一
票，他都會考慮幫忙，希望到醫學界遇
上困難時，這些派別可以協助醫學界。
在律敦治醫院任職內科副顧問醫生的

陳沛然又提到，新一屆立法會會期今年
10月開始後，自己會轉做半職醫生，專
心議會工作，並期望在任期內可以推動
醫委會改革等與醫學界有關的議案，同
時關心香港的社會、民生及政制事務等
議題。

不受陣營綑綁 陳沛然「踢中場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嚴厲批評

反對派拉布阻礙議會運作、拖累民生與經濟發展
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今年選舉中循區議
會（第二）競逐連任惜敗。王國興昨日坦言，在
離開會議廳後，將難以再透過展示膠鉸剪及午餐
肉等道具為不平事件發聲，但他正醞釀成立一個
新平台，結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繼續監察特區
政府和立法會運作，並希望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
宣誓前能夠正式成立。
王國興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醞釀成立新平

台的主要原因，是要回報當日投票給他的233,236
名選民的支持。該平台的成員需志同道合，不一
定全屬工聯會成員。平台以什麼形式運作暫未決
定，也未知該平台是否歸入工聯會名下，只希望
可趕及在新一屆立法會宣誓前正式成立，又笑言
新平台的名稱可以叫作「233236」。

指工聯民記是「統一戰線」
對自己未能成功接陳婉嫻的棒，力保工聯會

「超區」議席，王國興形容是「香港的遺
憾」，而落敗的主因是反對派多名「超區」候
選人突然在投票前36小時棄選，加上有支持者
以為他已穩操勝券，改投其他建制派名單所
致，並坦言今年選舉令他認識到「求人不如求
己」，如果自己底氣足，支持夠堅實，就不怕
被「𠝹票」。工聯會的旗幟日後要更為鮮明，
即民建聯為跨階層政黨，工聯會主要代表勞工
階層，在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上則是在「一條統
一戰線」上的。
針對工聯會的不成文規定，即循勞工界進入議

會的工聯會議員只能做一屆，下屆就要轉戰直
選，王國興認為該規定有需要檢討，因為直選需
要長時間在地區工作，以建立一定的知名度及政
績，如他當年轉戰新西時，就足足用了8年時間
在地區經營，有如「8年抗戰」。後來，他轉往
港島區，也是因為自己在東區擔任了20多年區議
員才得以勝出。因此，工聯會未來如要搶攻新界
東，就要建立更多樁腳，增強地區實力。

王國興擬建新平台監察議會

■得獎作品之一的青竹蛇（攝於
香港）。 受訪者供圖

■得獎作品之一的綠瘦蛇（攝於
婆羅洲砂勞越）。 受訪者供圖

■Sam Yue 憑藉4張以蛇為主題的相片，勇奪法國攝影大賽自然攝影組的
「亞軍」及「榮譽獎」。 吳希雯 攝

■王國興指新平台的成員需志同
道合，不一定全屬工聯會成
員。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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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天氣預測
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21/9(星期三)
氣溫：25℃-30℃

濕度：65%-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早晚有一兩陣雨

22/9(星期四)
氣溫：26℃-30℃

濕度：65%-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早晚有一兩陣雨

23/9(星期五)
氣溫：26℃-30℃

濕度：70%-90%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一兩陣雨

24/9(星期六)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路邊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1-3

4-6

7

8-10

10+

低

中

高

甚高

嚴重

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
設於中西區、深水埗、
東區、觀塘、葵涌、
荃灣、大埔、沙田、
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

2016年
9月20日

星期二

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
氣溫：

潮漲：

潮退：

日出：

26℃-31℃

11:12(2.2m)

04:32(0.8m)

06:11

濕度：

23:32(2.2m)

16:50(0.9m)

日落：

65%-90%

18:23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澳洲

歐洲

美洲

檀 香 山
洛 杉 磯
紐 約
三 藩 市
多 倫 多
溫 哥 華
華 盛 頓

24℃
18℃
21℃
13℃
16℃
12℃
22℃

30℃
31℃
26℃
23℃
28℃
16℃
26℃

驟雨
雷暴
有雨
天晴
天晴
驟雨
驟雨

曼 谷
河 內
雅 加 達
吉 隆 坡

24℃
25℃
23℃
25℃

33℃
33℃
34℃
33℃

雷暴
毛毛雨
有雨
天晴

悉 尼

阿姆斯特丹
雅 典
法蘭克福
日 內 瓦
里 斯 本

10℃

9℃
20℃
13℃
11℃
16℃

21℃

20℃
28℃
18℃
19℃
28℃

多雲

多雲
驟雨
多雲
多雲
天晴

馬 尼 拉
新 德 里
首 爾
新 加 坡
東 京

墨 爾 本

26℃
26℃
16℃
23℃
19℃

9℃

33℃
37℃
27℃
32℃
22℃

18℃

毛毛雨
多雲
天晴
雷暴
有雨

驟雨

倫 敦
馬 德 里
莫 斯 科
巴 黎
羅 馬

芝 加 哥

15℃
14℃
6℃
13℃
15℃

19℃

17℃
26℃
11℃
20℃
26℃

28℃

多雲
天晴
有雨
密雲
多雲

天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長 春
長 沙
成 都
重 慶

13℃
8℃
22℃
18℃
19℃

26℃
23℃
28℃
24℃
23℃

天晴
天晴
多雲
有雨
有雨

大 連
廣 州
貴 陽
海 口
杭 州
哈爾濱
合 肥

16℃
23℃
16℃
25℃
20℃
10℃
17℃

25℃
32℃
21℃
29℃
26℃
25℃
26℃

天晴
多雲
密雲
驟雨
多雲
天晴
多雲

呼和浩特
濟 南
昆 明
蘭 州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9℃
14℃
14℃
13℃
8℃
21℃
17℃

22℃
26℃
18℃
24℃
22℃
27℃
25℃

有雨
天晴
有雨
天晴
多雲
天晴
多雲

南 寧
上 海
瀋 陽
石家莊
台 北
太 原
天 津

22℃
21℃
8℃
15℃
24℃
10℃
16℃

32℃
26℃
25℃
26℃
27℃
24℃
26℃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有雨
多雲
天晴

烏魯木齊
武 漢
西 安
廈 門
西 寧
銀 川
鄭 州

18℃
18℃
17℃
23℃
4℃
13℃
16℃

28℃
27℃
20℃
31℃
21℃
25℃
26℃

天晴
多雲
有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2016年9月20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二）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J2台

9:00 交易現場
9:30 滬港互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西遊記
10:30 女相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樓奴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宮心計
3:45 甜蜜天使及交易現場
4:15 寵物反斗星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排球少年
5:50 財經新聞
6:00 我家在香港II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女醫‧明妃傳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之八時入席
8:30 巨輪II
9:30 律政強人
10:30 嘩鬼上學去之農夫篇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0 瞬間看地球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創世紀
1:00 皆大歡喜
1:35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樓奴
4:30 名人廚房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數字貓寶
4:30 精靈小鴕鳥
4:55 狂野孖寶(III)
5:25 天才孖寶拯救隊(I)
6:00 財經消息
6:05 明珠檔案
6:35 環球食通街
7:00 好想藝術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清心直說
8:30 精靈小動物
9:30 話說當年
9:35 絕色狂鯊：鯊魚背後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箭神(III)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閃電俠(I)
12:55 賽馬預測(馬會)
2:05 絕色狂鯊：鯊魚背後
2:55 精靈小動物
3:50 清心直說
4:1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高校打工王
7:00 世界第一等
8:00 流行速遞
8:30 搵食飯團
9:00 姊妹淘
9:30 兄弟幫
10:00 台灣第一等
11:00 無間音樂
12:00 16個夏天
1:00 HEALER追擊
2:00 高校打工王
3:00 兄弟幫
3:30 姊妹淘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叢林的法則
5:30 XFUN吃貨俱樂部
6:00 世界第一等
7:00 16個夏天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沙發客玩世界
9:30 六合彩
9:35 為食廚男
10:05 姊妹淘
10:35 兄弟幫
11:05 HEALER追擊
12:00 超級勁歌推介
12:05 火影忍者疾風傳VII
12:35 胆識過人
1:45 綠茵闖蕩
2:15 為食廚男
2:45 HEALER追擊
3:40 叢林的法則
5:00 XFUN吃貨俱樂部
5:30 萌萌侵略者

06:30 心眼遊天下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獅子山下經典重溫II
10:00 好戲在後頭
10:30 巡遊大世界
11:30 天使在人間
12:00 金錢國度
13:00 好好過生活
13:30 他和牠的故事
13:55 女人KING
14:00 童話小偵探
14:19 百變動物盒
14:28 嘩嘩小獅子
14:39 無王管農場
14:44 月兒與地球兒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城市遊棄
16:30 香港故事-快樂香港
17:00 天人合一2016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兩代之間
18:00 天下父母心-家長手冊
18:30 阿美愛發問
18:40 孖辮小淘氣
18:48 月兒與地球兒
19:03 小農夫大作物
19:30 舞動全身
20:00 沒有牆的世界5
20:30 我家在香港II
21:00 視點31
21:30 大都會啟示錄
22:00 風雨夜歸人
22:30 新聞天地
23:00 獨立好戲
00:00 好想藝術
00:30 視點31
01:00 大都會啟示錄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鳳凰觀天下-時事亮亮點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0 騰飛中國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今日看世界
16:05 2016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麗前奏(25)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5 有報天天讀
17:20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0 2016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麗前奏(26)
19:20 鳳凰觀天下-中國戰法
19:50 今日視點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0 騰飛中國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2016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麗前奏(26)
01:5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2:45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天使之瞳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是日B餐
12:55 智富通
13:30 密會
14:30 食勻全中國
15:30 智富通
16:30 友夫日記
17:00 變形金剛：領袖之路 2
17:30 Line Town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快樂童盟
19:00 藝術進行中
19:30 體育係...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回來吧大叔
22:00 脫獨工程
23:00 三一如三
23:30 十五分鐘熱度
23:45 英超精華
00:45 舞武器舞亂伎
01:15 天使之瞳
02:15 十五分鐘熱度
02:30 財經新聞及潮玩科技
03:00 Driving In Hong Kong

06:00 朝聞天下
08:33 生活圈
09:25 偽裝者-29-31
12:00 新聞30分
12:33 今日說法
13:13 左手親情右手愛-9-12
16:29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9 焦點訪談
20:06 安居-1-2
21:59 晚間新聞
22:36 等着我
23:43 生活提示
23:49 吉尼斯中國之夜
00:44 動物世界
01:34 晚間新聞
02:06 生活圈
02:54 星光大道
04:32 今日說法
05:00 新聞聯播
05:30 人與自然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全球華人資訊
09:15 文明之旅
10:00 中國新聞
10:13 遠方的家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走遍中國
14:00 中國新聞
14:15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

平-29-32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走遍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1 天涯共此時
22:46 華人世界
23:17 遠方的家
00:02 中國文藝
00:34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

平-29-30
02:00 新聞聯播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0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31
04:00 中國新聞
05:00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32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