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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佛誕賀回歸 8000 人浴佛
佛聯會連辦三天吉祥大會 祝願香港繁榮安定

■香港佛教界慶祝佛曆2561佛誕節暨香港回歸20周年吉祥大會。

潘達文 攝

■賓主主持吉祥大會啟動儀式。

播國歌佛寶歌 信眾肅立合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李摯）昨日是佛誕節。香港佛教聯
合會最大型慶祝佛誕活動─「香港佛教界慶祝佛曆 2561 佛誕節暨香

昨日是佛誕公

港回歸 20 周年吉祥大會」，昨日在紅磡香港體育館拉開帷幕，大會

 & 眾假期，信眾和
市民扶老攜幼前

來紅磡香港體育館浴佛。浴佛大典

舉行浴佛大典，吸引政商名人、佛教信眾逾 8,000 人共沐佛恩。今年
是香港回歸 20 周年，吉祥大會各節目以祝福為主題，一連 3 天活動
包括佛學講座、萬人皈依大典、音樂法會、祈福法會等，讓信眾和市
民共享佳節，同時祝願香港繁榮安定，港人生活幸福。

董建華殷曉靜等主禮
浴佛大典昨日下午 3 時開始，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副主任殷曉
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國家宗教
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中國佛教協會副
會長明生大和尚、廣東省民族宗教事務
委員會主任黃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主
禮，並在佛聯會會長智慧長老帶領下浴
佛。

智慧長老盼新屆政府廣聽意見
智慧長老指，新一任行政長官已經順
利選出，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於 7 月產
生，香港社會對行政長官有訴求、有期
望，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廣泛聽取各界
意見，彌合分歧，凝聚共識，以廣大市
民長遠福祉為依歸，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蔣堅永：
「一國兩制」受廣泛讚譽
蔣堅永指，香港回歸 20 年來，在中央
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
定，保持全球最具競爭力，「一國兩

制」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讚譽，中央將堅
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相信只
要港人團結一心，香港明天會更好。

劉江華：佛法引導大眾困惑轉平安
劉江華表示，佛教義理淨化人心，度
人向善，信眾行善佈施，有助營造良好
社會風氣，建立關懷仁愛和諧包容的社
會。今日社會發展多變，引致矛盾爭
執，佛法能夠引導大眾將困惑轉化為平
安快樂，值得年輕人應用思考，建立正
確價值觀。
吉祥大會其餘活動包括今日上午 10 時
30 分「萬人皈依大典」，晚上 7 時 30 分
「梵音雅韻賀佛誕慈善音樂法會」，明
晚 7 時 30 分「慈悲願行祝香江祈福法
會」，祝願國家富強，香港繁榮安定，
人民生活幸福。大會昨晚還舉行佛學講
座《如何在家修行》暨傳吉祥燈法會。
2017「名聲天曉」佛誕嘉年華昨日於香
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不同膚色、年齡的
人，在佛誕節當日一起浴佛、祈福，欣賞
演藝節目，共享精美素食，參加攤位遊戲
等。佛誕嘉年華連續第25年在維園舉行，
已成為超過10萬人參與的盛事。

潘達文 攝

■小朋友浴佛，神情莊嚴。

潘達文 攝

時 段 ， 大 會 共 派 發 8,000 張 入 場
券，場內座無虛席，場面盛大。紅
館露天廣場設置的公眾浴佛區及義
賣攤位毋須門券，不少人手持鮮
花，井然有序輪候浴佛。
浴佛大典進行時，場內響起洪亮的
國歌及佛寶歌，全場信眾肅立、雙手
合十，向釋迦牟尼佛像行三問訊禮。
主禮台右側是吉祥鐘，左側是法鼓，
中央設有一個小型浴佛區，在僧侶唱
誦佛經下，嘉賓及信眾有序列隊上前
浴佛，神情莊嚴虔誠。

情侶寄望政府助港青發展

佛誕節吉祥大會節目表
日期

時間

能見度極低「靠摸」掌握環境
除了湍急水流，人員在現場面對
水底能見度極低的挑戰，徐偉發形
容現場環境危險，潛水員在水底要
把提示水壓的錶放到面前才看得
清，因此當時人員猶如處身漆黑，
未能靠肉眼掌握水底情況，「由頭
到尾都看不清墮海者」，真的要
「靠摸」，再集各人描述才能掌握

環境。
他續指，經當時現場的地盤職員
提示，得知失蹤者繫於欄杆的類
型，人員要察看部分在地面欄杆，
增加對水底漆黑環境的概念。徐偉
發是第四名下水蛙人，在先前組員
確認支架位置下，徐偉發於一片散
亂的環境中，找到被繩纏住的墮海
者，但救上水有難度。
事故現場震撼人心的畫面，叫拯
救者難忘。南丫海難令人印象深
刻，加入潛水組約 10 年的隊目許家
俊，當時接報後迅速抵達，指當時
現場「好似拍緊戲咁」，雖然專注
拯救，但想起無法拯救的遇難者，
難免有心酸一刻。

節目

5月3日 下午3:00 至4:30

浴佛大典

晚上 7:00 至9:30

佛學講座《如何在家修行》 暨
傳吉祥燈法會

5月4日 上午10:30 至 12:00
晚上7:30 至 9:30
5月5日 晚上7:30 至 9:30
■國歌和佛寶歌響起，市民雙手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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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蛙人同理心 海難救人印象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欺
山莫欺水，但當海上發生大小事
故，如當年震動全港的「南丫海
難」及近月港珠澳大橋工人墮海意
外時，消防處潛水員就要在海底為
市民服務，除了要克服水中未知的
環境，如湍急水流及漆黑視野，遇
重大事故時也要面對震撼人心的畫
面。有資深消防處潛水員淡然說：
「都係盡力而為，用同理心將心比
己」，拯救生命。
消防處潛水組職責包括提供水底
拯救服務至最深 50 米，及在大型火
警、船隻事故與空難提供支援等，
因此有不少令本港市民印象深刻的
事件，如在 2012 年釀成 39 死 92 傷的
南丫海難，以及上月在港珠澳大橋
造成 2 死 3 傷的工人墮海意外，都可
找到潛水組身影。
消防總隊目徐偉發加入潛水組 22
年，上月大橋意外後，奉命到場搜
索墮海者，指當時情況危急，一到
場就要以最短時間投入拯救，但現
場水流太急，工作船以至工作台都
難以穩定，行動一度中止直至情況
許可。徐偉發表示，隊伍行動暫停
時沒有鬆懈，時刻檢查裝備，以便
隨時行動。

楊小姐和男友同來浴佛，這對年
輕信眾希望在佛誕假日感受節日氣
氛。兩人表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
祖國 20 周年，希望社會保持和諧穩
定，減少不必要爭吵，同時寄望特
區政府為港青提供更多發展空間。
聶女士攜兒子前來浴佛，指活動
讓她感受到祥和、身心舒暢。她表
示，香港近年存有不少雜音，社會
有不少亂象，廣大市民需要和諧穩
定的環境發展經濟，希望大家停止
紛爭，讓社會重回正軌。
義賣攤位上，有信眾購買掛飾、
佛像、手鍊、蓮花燈等，積極參與
募捐。方太花了 500 元買了一尊布
袋笑佛，她說自己信佛，覺得佛像
很合眼緣。 ■記者 沈清麗、李摯

萬人皈依大典
梵音雅韻賀佛誕慈善音樂法會
慈悲願行祝香江祈福法會
（禮大悲懺）
資料來源：佛聯會網頁

「深潛模擬器」減壓
助適應「氮醉」
消防潛水員要面對

 & 水底難測的環境，也
要處理身體的自然反

應，如吸入氣樽中氮氣過長會有「氮醉」

■高穎其（左一）、徐偉發（左二）及許家俊。
梁祖彝 攝

■當進行滲入式潛水及水下爆破時，潛水員
需佩戴重達40磅的潛水頭盔。 梁祖彝 攝

現象，猶如醉酒般神志不清。氮氣在體內
膨脹亦會令關節腫痛，消防處除了在兩艘
滅火輪設減壓設施外，基地裡也有「深潛
模擬器」，除了讓隊員減壓外，也提供安
全及可控制的訓練環境。
位於昂船洲的消防處潛水基地，設有包
括「深潛壓力艙」及「減壓艙」的深潛模
擬器，前者可模擬出不同水深，最高可造
出約 100 米深水壓，而後者用作地面減壓
程序訓練，潛水員完成壓力艙訓練後，便
會進入減壓艙呼吸純氧減壓。

感激同事 收工也回來幫忙

氮醉度如酒量般可鍛煉

回想當時情況，許家俊指，遇險
者在海中踩水時仍幫忙拖着其他傷
者，亦有小童比想像中堅強，在風
浪中自行爬上十數梯級等待救援，
而海中遇險者也沒有爭上救援船。
他憶述，有些同事收工也回來幫
忙，令自己感到暖意。
加入潛水組 6 年的消防員高穎其同
樣在南丫海難出動，憶述當時已知
有人在沉沒船艙被困，潛入後親睹
遇險者被雜物纏住，直言心裡不好
受，但仍盡力完成任務。他坦言，
事後曾經失眠，要數天後才平伏。
經驗老到的徐偉發表示，會在行
動後與隊員聊天，留意他們的心理
壓力，但指成員要具三年消防員資
歷，「都見過晒啲場面，應該唔會
驚。」他又淡然地表示，自己多年
來未有深刻行動經歷，「都係盡力
而為，用同理心將心比己。」

潛水組助理消防區長陳文輝指，「氮
醉」現象出現時，人會胡言亂語，「平時
無咩聲出都會好多嘢講」，笑指醉度如酒
量般可鍛煉，人員在艙內訓練時會被要求
處理算術及圖像，設施優點是可免卻海中
水流、溫度、能見度等不確定性，令人員
可在安全及可控制環境下接受訓練。
處方為應付往來屯門及赤鱲角海底隧道
工程，添置 12 套減少氣樽內氮氣比例的
「閉路式循環潛水器」，加上儀器可以重
用潛水員呼出的空氣，令工作時間延長，
如在 30 米水深行動，可由約 40 分鐘延至
1小時。
潛水基地有其他訓練設施，如可模擬
水流達每秒 1.5 米的急流池。陳文輝補充
指，2008 年烏克蘭補給船於龍鼓水道沉
沒，行動中發現潛水組行動有不足地
方，因此之後在基地深水池中，設有模
擬沉船船艙設施。
■記者 莊禮傑

■潛水員完成壓力訓練後，便會進入減壓艙
呼吸純氧作減壓。
梁祖彝 攝
■處方添置
「閉路式循環
潛水器」。
梁祖彝 攝

■潛水員會透
過管道呼吸水
面供氣。
梁祖彝 攝

■可模擬水流達每秒1.5米的急流池。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