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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包大魚蛋 好搶手冇停手
兩句鐘售 4000 包 熟食檔生意勁升 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不少遊人昨日都趁佛誕正日到長洲欣賞飄色巡遊，帶旺小島。節日重點食品
「平安包」短短兩小時已售出 4,000 個，郭錦記餅店少東郭宇鈿認為今年氣氛較往年好，準備了 1 萬個平安包出
售，「全日做到冇停手」，料生意按年上升 10%至 20%。有售賣大魚蛋的店主指，今年生意較去年好 30%，
一個早上已售出 2,400 多粒大魚蛋，認為生意不錯。

郭錦記餅店少東郭宇鈿向本報記者稱，
今年節日氣氛不錯，很多旅客或市民

一大早到場排隊買平安包，短短兩小時已
售出4,000個。

餅店東冀創清醮文化平台
他續稱，昨日準備了 1 萬多個平安包出
售，笑稱「已全家總動員邊賣邊製，希望
可以應付需求」。
他又表示，今年第二年與社企合作，每
小時向其提供 100 個平安包作推廣之用，期
望協助年輕人創業，又指未來打算創立平
台，包括平安包、度假屋等，望能向外推
廣太平清醮的文化。

昔買包兩三個 今買10個
另一間出售平安包的康蘭餅店店主郭予
泉指，準備了 1.5 萬個平安包應市，港人及
內地顧客各佔一半，認為銷情不錯，而人
流亦與去年相若。
他續指，市民「買多咗平安包，以前一
個人只買 2 個至 3 個，今年就買 8 個至 10
個，好搶手」。

預訂糯米糍 生意增近20%

出售芒果糯米糍的長洲平記負責人李先
生表示，因為今年新增電話預訂服務，生
意相對增多 10%至 20%，料昨日能出售至
少5,000個糯米糍。
他續指，有人一次過買6盒，即72個糯米
糍，認為部分人都幾願購買小食及甜品。

「萬支涼茶有信心賣晒」
不過，有手信店認為今年人流及生意不
夠去年般好。田株茶莊專售平安包及包山
款式的茶包，其負責人 Apple 表示，今年人
流較去年為差，「相信因明日不是假期，
港人要上學上班都不打算入長洲，故影響
生意。」
她續指，包山款式的小茶包一個售 198
元，當中有遊人早前預訂逾千個，有信心
會拉起今年生意；而昨日天氣炎熱，店內
的涼茶生意不錯，直言「準備了 1 萬支涼
茶，有信心可以賣晒」，料生意按年上升
10%。

幻彩夜光包 源自「詠香江」
在長洲大街經營精品店十多年的劉太
指，今年新推出的「幻彩夜光包」，靈感
來自「幻彩詠香江」，因太平清醮屬非物

質文化遺產，希望用夜光寓意它發光發
亮，向世界推廣出去，售價為 18 元一個，
50 元有三個，銷情理想，其中一款有招財
貓的「幻彩夜光包」亦差不多售罄。
至於今年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副主席何
麗安早前稱，在長洲太平清醮期間，島上
居民要齋戒，以祈求平安，但近年赴島遊
玩遊客增多，有長洲部分食肆破例出售肉
類或海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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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完飄色趕歸家 搭船人龍 120 米

早數日已齋戒 今開葷無妨
本報記者昨日所見，部分食肆或檔位出
售肉食及海鮮，如豬扒、雞肉，大魚蛋
等，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魚蛋的店主指，
今年出售大魚蛋的
生 意 比 去 年 好
30%，午市過後已出
售2,400粒大魚蛋。
被問到會否影響
傳統，店主稱，不
可以剝奪遊客食肉
的自由及權利，又
認為早前數日已做
了齋戒，認為是無 ■幻彩夜光包。
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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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太平清醮昨午舉
行飄色巡遊，午夜又有
搶包山比賽，吸引不少市民進出長洲參與
盛事。新渡輪表示，由昨晨 8 時至昨晚 9
時，乘坐新渡輪往返中環至長洲共有 4.8
萬人次；於繁忙時段平均每小時開出 5 班
至 6 班船，惟往返中環至長洲人次較去年
同期減少2%。

&

市民：翌日要返工提早排隊
在飄色巡遊過後，大批遊人在碼頭排
隊準備離開，警方在碼頭外架起鐵馬陣分
隔人流，往中環人龍一度長達120米，有
人稱擔心太夜沒船回家準備翌日上班，故

近百隊伍巡遊 萬人空巷祈福

提早排隊。
新渡輪發言人指出，在太平清醮活動
期間，共增加往來中環及長洲的航班數目
接近兩倍，於繁忙時段平均每小時開出 5
班至 6 班船疏導乘客，惟往返人次較去年
同期減少2% 。
根據新渡輪錄得的客量，由昨日上午 8
時至晚上 9 時，中環往長洲約 2.5 萬人
次，長洲往中環約 2.3 萬人次，總計約
4.8萬人次。
為配合昨晚舉行的搶包山比賽，新渡輪
今日凌晨1時15分增設一班由長洲開往中
環的普通渡輪加班服務，以疏導觀賞比賽
後返回市區的乘客。 ■記者 尹妮、高俊威

八旬嫗舞獅「上膊」
4 歲女童扮濟公
譚公誕巡遊為免影響交通，避開了主要交
通要道，行經路線不少地方頗為狹窄，被大
批圍觀市民和遊客擠得舉步維艱，但現場氣氛反而更加熱鬧。
圍觀者表現興奮，忙於拍照、合影，並紛紛用手觸摸舞動的龍
獅冀沾上好運。
黃女士所在的街坊會是巡遊隊伍之一，她們帶同子女一起扮
演活佛濟公。
她表示，一早就帶着 4 歲的女兒 Cathy 到達起步點穿上濟公
服飾，沿途揮舞破扇演得很開心，不少圍觀者與她們合照。雖
然天氣炎熱，但女兒全無抱怨，玩得比她還開心。



■真功夫贏來陣陣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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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趙雲威風凜
凜，小濟公惟妙惟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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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獅表演
舞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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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筲箕
灣昨日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 暨 2017 年 慶 賀 譚 公 寶 誕 巡
遊」，拜祭譚公祈福國泰民安、風調
雨順，各界近百巡遊隊伍各展創意。
滿天神佛舞步祈福，數百醒獅金龍飛
舞騰空，真功夫表演喝彩聲陣陣，還
神燒豬排成長龍。巡遊吸引近萬市民
和中外遊客圍觀，萬人空巷。巡遊是
紀念元朝末年於佛誕日出生的譚德
歸，既是傳統嶺南文化集粹的展現，
也是本港傳統武術團體展現風彩的武
林大會。
今年的譚公誕大巡遊由東區區議會
贊助，東區區議會轄下節日慶祝活動

殷翔 攝

專責小組、香港東區各界協會、北角
區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柴灣區街坊
福利會、筲箕灣街坊福利事務促進
會、香港惠東同鄉會、東區工商業聯
會合辦，邀來立法會議員張國鈞、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全體東
區區議員等任主禮嘉賓。

表達愛國愛港 祝福安居樂業
主辦方表示，今年是香港東區各界
協會連續第七年合辦「慶賀譚公寶
誕」活動，現已成為一個集合各種不
同慶祝方式展現東區傳統中國文化和
聯繫街坊群眾的活動。東區市民並藉
此活動表達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的心

聲，祝願市民安居樂業 、社區和諧安
定。
巡遊由上午九時許於筲箕灣金華街
開始，主禮嘉賓為醒獅、金龍點睛
後，龍獅飛舞開路，閩僑中學的「魔
幻銀樂隊」演奏着國歌和喜慶進行
曲，率領近百巡遊隊伍前進。主辦方
代表們到達亞公岩譚公道譚公古廟對
面的祭台，進行全套約一小時的道教
祈福儀式，祭祀譚公。

「上膊」
「起三膊」
「上高竹」展真功夫
不少遊行者化身滿天神佛：西王母
帶着眾多仙女飄然而至，八仙和財神
爺笑容可掬，唐僧率三徒香港取經，

近百男女老幼濟公浩浩蕩蕩。建於清
朝光緒 31 年的譚公古廟被善信擠得水
洩不通，排隊上香求籤，敲鼓擊鐘祈
福。
大半巡遊隊伍由香港傳統拳館組
成，他們循震天鑼鼓聲，展現各派真
功夫揮舞醒獅、麒麟、金龍等瑞獸，
盡展尚武護鄉的香港傳統。
不少武術團體藉舞龍舞獅表演武學
絕技，例如「上膊」、「起三膊」
（兩個人或三個人站成一直線）、
「上高竹」（爬上高竹頂舞獅）等。
有些團體更即場派出門徒表演拳腳和
兵器，令巡遊活動變成傳統武術嘉年
華。

市民：巡遊隊伍多 扮相更精彩
曾小姐表示，她 10 時許和朋友擠到這裡觀賞巡遊，覺得今
年的巡遊隊伍比往年多，扮相也更加精彩。她最喜歡那些小孩
子扮演的各類古裝人物，感覺好可愛。她很喜歡這類傳統巡遊
慶典，覺得很有歡樂節日氣氛。
巡遊隊伍中有位老婆婆武師引發圍觀者陣陣驚嘆，她與另外
一個老伯組成舞獅隊伍，揮舞獅頭勁力四射，並跳上老伯肩膊
站立，高空揮舞沉重獅頭，表演極高難度的「上膊」舞獅。
記者採訪武師婆婆，眼見她腰板挺直、聲若洪鐘，全無老
態。婆婆名叫林秉歡，今年剛好 80 歲，十餘歲已拜入香港著
名拳師林卓垣門下，習武迄今已逾一甲子，依然「老虎都打得
死」。
有街坊表示，林婆婆早年在碼頭做搬運工作，雖身材矮小但
力氣不輸壯漢，而且功夫十分了得。
■記者 殷翔

■ 80 歲 武 師 林 秉 歡 「 上
膊」。
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