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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年宵主打美食
抓住旅客的胃 擦亮「香港」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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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母女。
翁麗娜 攝

■朱女士及兒子。
翁麗娜 攝

■郭同學及黃同學。
翁麗娜 攝

除了旺角花墟
及維園等傳統年
宵市場，昨日開
鑼的中環特色年
宵吸引不少市民
及遊客入場湊熱
鬧。廣州來客朱
女士乘搭郵輪來

港，昨日於尖沙咀泊
岸，看見有中環年宵
的介紹，於是搭渡輪
入場，認為現場氣氛
很好，「第一次逛有
摩 天 輪 的 年 宵 市
集！」亦有新界居民
特意入場，「行得傳
統年宵多，試試新式
年宵！」
朱女士讚賞市集元

素豐富，尤其喜歡充
滿懷舊風味的美樂士
多，「自己見到舊式
冰櫃、綠寶汽水覺得
有親切感，讓兒子也
認 識 舊 年 代 的 東
西！」她也買了不少
港式美食如牛柏葉及
碗仔翅，大讚好味
道！

港人讚
有特色宜自拍
曾氏母女住在新

界，早前閱報得知活
動昨日舉行，特意入場逛逛。曾母認為中環年
宵選址非常好，「正正在中環海濱，我們由尖
沙咀坐船過來，很方便！」她又指傳統年宵太
逼，一般只為買年花入場，中環年宵則有特色
得多，「無論食物及貨品都不是千篇一律。」
大學生郭同學及黃同學趁放假結伴前來，指

現場環境一流，笑指：「有海景又有摩天輪，
最適合自拍！」二人指坐落在中環的年宵感覺
很新鮮，希望明年再舉辦。 ■記者 翁麗娜

廣州客：
港式美食好味！

中環年宵簡介
地點 中環海濱

開放時間 1月24日(周二)11:00至18:00

1月25日(周三)11:00至23:00

1月26日(周四)11:00至03:00

1月27日(周五)11:00至03:00

入場費 全免

製表：記者 何寶儀

各大年宵市場規模
地點 攤位數目

維多利亞公園 480個

中環海濱 80個

花墟公園 184個

長沙灣遊樂場 114個

摩士公園 137個

觀塘遊樂場 127個

北區石湖墟遊樂場 94個

沙田源禾遊樂場 96個

大埔天后宮風水廣場 76個

將軍澳寶康公園 90個

西貢萬宜遊樂場 26個

葵青葵涌運動場 119個

屯門天后廟廣場 92個

元朗東頭工業區遊樂場 172個

東涌達東路花園 28個

荃灣沙咀道遊樂場 182個

資料來源：食環署 製表：記者 何寶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士
多或雜貨店常見的舊式汽水鐵櫃、維
他奶暖櫃及五顏六色混搭一起的糖
果，伴隨不少香港人成長。「美樂士
多」老闆李先生將士多搬入中環年宵

市場，推出三款賀年福籃，內有史密
夫鳥結糖、白兔糖、金幣朱古力及紅
瓜子等舊式賀年糖果，並附送「美樂
賀年棋」，讓大家拜年之餘也可以一
起玩樂。他說，將士多由長沙灣搬到
中環摩天輪之下，「感覺非常夢
幻！」

零食玩具遊戲一塵俱舊
經營鈕扣生意的李先生基於對舊式

事物的喜愛，半年前於長沙灣工廈開
設「美樂士多」賣懷舊玩具零食，今
次進駐中環，特別邀請設計師友人佈
置場地，毛筆手寫的黑字白底招牌、
巨型白兔糖及美樂玻璃瓶裝飾，還擺

放迷你電視機，播放着檸檬茶廣告主
題曲「如陽光～伴我～清新笑迎面
～」讓人彷彿回到舊時香港。
他又介紹綠寶支裝飲品，指它曾經

是香港很普遍的飲品，但後來就消失
了，一年前發現原來泰國仍有生產，
於是引入香港，今次特意放在至少有
30年歷史的舊式汽水鐵櫃擺賣，每支
25元。他又有「撈龍珠（彈球）」、
「圈到寶」及大抽獎換取「噹噹」等
老式遊戲，他坦言佈置過程有很多功
夫，「是傻人才如此費勁！真是賺錢
不會這麼費心！」他希望讓中年人見
到時有親切的感覺，也讓年輕人看到
昔日香港的其中一面。

懷舊士多驟見時光倒流

迎雞接福，雞造型的
產品或食物為應節必備
之選。中環年宵不乏雞

的蹤影，日本雞肉協會首次來港舉辦零售
推廣，引進3種高檔次的日本雞，包括被

喻為「雞肉界和牛」的名古屋交趾雞，以
六折發售。另外，場內亦有以可愛小雞為
造型的鮮花，為雞年添生氣。

去年進軍香港市場的日本雞肉協會首次
面向公眾，投得全場最大的攤位，擺賣多

款日本雞肉製作的小食及急凍雞肉。三種
雞分別是來自名古屋的交趾雞、岩手縣的
祝賀雞及四國的阿波尾雞，當中最矚目的
是日本純種走地雞—交趾雞。主辦單位
指，200多種日本雞種中，交趾雞地位堪
比和牛，其肉質結實，呈粉紅色，一隻
1.6公斤的交趾雞售價可達700多港元，
現場優惠400元一隻，限量50隻。祝賀
雞為白肉的飼養雞，其肉質嫩滑；而阿波
尾雞則為雜交的品種，較有嚼勁。

除了凍肉，主辦單位推出多款日本的雞
肉小食，例如：阿波尾雞炸雞槌、祝賀雞
炸雞及日本雞燒賣等，烹調手法跟足日
本，務求原汁原味帶到香港。日本雞肉協
會會長佐滕實表示，港人喜愛吃雞，趁雞
年年宵歡樂的節日，把握機會推廣高品質
的日本雞肉，而中環地點屬商業區，相信
能吸引中產或以上的客人，切合日本雞肉
的市場定位。

八十後設計「雞鮮花」
由數位八十後年輕人主理的花店「八拾

火花」亦進軍中環。為着雞年，特意設計
出小雞造型的鮮花，以兩朵黃色的乒乓菊
花製成，預備500枝發售。他們亦以常見

的賀年花，包括：桃花及銀柳等製成燈泡
形狀的擺設，加入特製存活液，鮮花可擺
放一年。負責人周小姐表示，同時在維園
年宵擺攤，相信能收回成本，期望能賺5
位數字。
場內設有不少以雞為題的小遊戲炒熱氣

氛，大會舉辦「雞不可失─啄啄啄」的擲
彩虹遊戲，送出多套單人來回日本及東南
亞的機票；大會不定期舉行大型互動的熒
幕遊戲「奪寶奇雞」，入場人士以手機連
接遊戲，控制一隻公雞，鬥快在迷宮內把
龜吃掉即可，得獎者可獲信用卡的飛行里
數。 ■記者 何寶儀、翁麗娜

香港人「鬥雞」日本雞「偷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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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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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主特意找來80年代飲品的樽製作
出小遊戲。 梁祖彝 攝 ■美樂士多搬入中環年宵市場，充滿懷舊感。 梁祖彝 攝

■日本雞肉協會攤位屬全場最大，首次引入殿堂級名貴雞種名古屋交趾雞。 梁祖彝 攝

■檔主周小姐特意設計出小雞造型的鮮花
應節，準備500枝花束。 梁祖彝 攝

入夜人愈多 氣氛熱鬧
由「FEED HK」主辦的「中環年宵

2.0」免費入場，場內超過80個攤位，集
齊吃喝玩樂於一身，美食專區佔約三分之
一，也有乾貨區、酒吧暢飲區及互動遊樂
區。年宵昨午起開幕，人流隨入夜後愈來
愈多，配合毗鄰的AIA嘉年華、摩天輪及
維港五光十色的燈光，海濱年宵氣氛格外
熱鬧。
前日公佈首輪美食車抽籤結果，榜上有
名的餃子店「有得餃」和專賣漢堡包的
「樺得園」亦有現身場內。至於「豪園小
食」老闆梅樂文笑言：「仍在趕文件！希
望下次成功中籤。」她指出，今次中環年

宵的選址、時間及地點均理想，對於可以
參與中環年宵感到感奮，「希望自己用心
煮的美食，將全世界的人不論國籍及年齡
拉近距離。」也藉着今次小試牛刀吸收實
戰經驗，為日後正式營業打定基礎。
梅樂文表示，原本打算出售幾款為美食

車擬好的潮式特色小食，如炸魷魚及一口
炸蠔丸，但礙於食環署臨時牌照所限，現
場不可處理生肉，將以秘製 「清湯腩」
為主打，並推出「升級版」檸水、檸茶，
將檸檬肉榨汁、外皮磨蓉加入自家製茶
膽，「等大家不用篤檸檬！」飲得開心方
便。她又指很有信心將本土食物發揚光
大，吸引本地及旅客幫襯，「因為我的食
物好味！」

狗仔粉火鴨翅廿元一碗
入圍「米芝蓮」推介小食店的「十八座
狗仔粉」老闆張顥曦，今次準備其馳名狗
仔粉及招牌火鴨翅等應市，廿元一碗，價
錢大價化，「大家行年宵開心最緊要，廿
元是大家都覺得是捨得的價錢。」他笑言
昨日原是公司聚餐日子，全體休息，但難
得在中環年宵擺檔也不要緊。他希望在中
環這個中西匯聚的地方：「將古老的食
物，以新潮手法推出！」他指沒有想過在
維園設檔，認為人流太多，市民未必願意
逗留。另一間駐場的米芝蓮得主為地道小
食店「第三代肥仔」。
主辦單位「FEED HK」發言人袁振雄

表示，每年逛維
園年宵市集，洶
湧人潮令人「行
不 到 、 買 不
到」，今次中環
年宵則希望提供
有質素的產品
外，同時推廣香
港的特色，配
合中環中西合
璧 的 地 段 特
色，料四日可
吸引5萬至6萬人次入場。他指曾擔心今
年市道吹淡風，但是覺得年宵只要氣氛
好，市民入場都願意即興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何寶儀）

逛年宵市場是不少市民度歲的「指定動

作」，今年中環海濱首辦年宵，讓市民在摩

天輪及維港景色中賀歲。昨日起至年三十（1

月27日）舉辦的中環年宵充滿亮點，有三間

「美食車先導計劃」得主及兩間「米芝蓮」

得主設檔賣狗仔粉及港式滷味，檔主們認為

中環與維園年宵對象不同，前者更多機會接

觸旅客，藉此「將港產美食推向國際！」

■■十八座狗仔粉進十八座狗仔粉進
駐中環年宵駐中環年宵，，負責負責
人張生表示人張生表示，，是推是推
廣本地小吃的好機廣本地小吃的好機
會會。。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今年中環海濱首辦年今年中環海濱首辦年
宵宵，，讓市民在摩天輪及維讓市民在摩天輪及維
港景色中賀歲港景色中賀歲。。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袁振雄表示，中環年宵
定位盼能吸引70後至80
後的客人。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