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隊伍打扮成兒童圖書「Where's Wally」人物，以
紅白間條服裝吸引眼球。隊伍代表崔小姐表示，圖
書概念是要在人山人海的畫面中尋找Wally，情況
與赤柱龍舟活動相似，覺得能引起大眾共鳴。不
過，服裝及主題幾乎是在最後時刻決定，因為大家
有很多主題也想嘗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Where's WallyWhere's Wally」」紅白條衫吸眼球紅白條衫吸眼球

來自西班牙的龍舟隊伍，成員Gaby向記者表示，因為
隊伍成員來自不同國家，故期望打造嘉年華氣氛，所以
打扮及舞蹈猶如夏威夷感覺，更在練舞室訓練了4次，
在外地特意訂製服飾，單是準備工作至少花了2個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西班牙隊備戰兩月搞氣氛西班牙隊備戰兩月搞氣氛

龍舟隊伍「火的龍」今年以《哈利波特》做主題，競逐
「最搶鏡服飾獎」，負責設計的Christine表示，去年他
們取得冠軍，期望今年可再下一城。她解釋，《哈利波
特》易引起大眾共鳴，而表演中間穿插的「PPAP」及
韓星G-Dragon歌曲，是期望可以引人發笑及一起載歌
載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火的龍火的龍」」望蟬聯望蟬聯「「最搶鏡服飾獎最搶鏡服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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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龍爭先 千槳齊揮 萬民鼓勁
端午佳節天作美 歡樂海洋慶回歸

比利時遊客：逗留5天
赤柱國際龍

舟錦標賽除了
有 比 賽 觀 賞
外，更有手工
藝 及 遊 戲 攤
位，現場氣氛
猶如端午節的
大型嘉年華。
來自比利時的
Aurelie表示，
今次是首次來
港旅遊，而赤

柱龍舟活動讓她眼界大開，覺得氣氛非
常好並很有中華文化的特色，回家後會
向親友分享經歷。她續稱，今次旅遊會
在港逗留5天，認為本港雖然是一個小
的地方，但有山有水又有其他娛樂，應
有盡有。

深圳母子：感受氣氛
來自深圳的

陳女士表示，
今年在網上做
好資料搜集，
覺得赤柱龍舟
賽 的 規 模 較
大，故決定帶
兒 子 一 起 到
場，感受嘉年
華的氣氛。她
續稱，她經常
來港旅遊，但

今次是首次在港度過端午節，覺得感覺
新鮮，打算賽事結束後在赤柱附近逛
逛，可能在場消費一番。

本地市民：玩到盡興
本地市民王

女士趁今日假
期，帶 7歲的
兒子到場，她
表示，已連續
2年來赤柱感
受龍舟賽事，
除了赤柱的節
日 氣 氛 濃 厚
外，附近又有
沙灘可以讓兒
子玩玩沙。被

問到今天會逗留多久，王小姐笑稱，要
看兒子的體力及精力，可能會玩到晚
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盛事招攬四方客
觀賽消費遊山水

■來自比利時的Aure-
lie。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本地市民王女士和兒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來自深圳的陳女士和
兒子。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香港仔避風塘孕育了幾代
漁民，亦產生了幾代龍舟好
手。龍舟世家 82 歲鄭伙

佬、55歲鄭全仔及25歲鄭文達便是香港仔
海濱之上，一家3代癡迷龍舟的典型。昨日
父親鄭全仔代表「漁業龍」出戰香港仔龍舟
競渡大賽，一舉拿下「漁民大龍組」金盃決
賽冠軍，兒子鄭文達代表「飛虎龍舟體育
會」出賽，一舉拿下「男子中龍」銀盃冠軍
及「男子漁民中龍」金盃亞軍，爺爺鄭伙佬
則安心做起「總教練」及「小粉絲」，賽前

賽後笑意盈盈。
即使已上岸謀生，亦擺脫不了龍舟的魔力。

25歲的鄭文達小學起跟隨父親玩龍舟，「最初
不夠力氣，只能在隊尾感受船速及風速，15歲
時正式參與訓練。」鄭文達祖輩及爺爺均是傳
統漁民，父親鄭全仔亦曾是漁民，後轉行上岸
駕駛遊艇，鄭文達亦離開傳統漁業，現任職救
生員。

世代漁民上岸 難捨水上生活
雖然漁民的生活不復，但扒龍舟的天賦仍

在，鄭文達10年前跟隨父親首次參戰，現已獲
得逾百個獎項，更年年參與香港仔龍舟競渡，
代表香港仔漁民參賽。他指在划龍舟中感悟到
團隊合作及意志力的重要，「龍舟最能磨練意
志，在衝刺的最後關頭，哪一隊能咬緊牙關堅
持到最後便能取得勝利。」
他又強調，不想龍舟技術失傳，希望將好的
傳統祖祖輩輩傳承下去。鄭文達的父親早前成
立飛虎龍舟體育會，凝聚香港仔龍舟好手年年
出賽為南區爭光。現時體育會由鄭文達接棒，
鄭文達笑言，現時仍在學習如何做好領隊工
作，包括在幕後為團隊找訓練場地、籌募訓練設
備、做人事分工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龍舟世家父子勇奪金銀盃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出席大埔龍舟
比賽活動，為「廠商盃」及

「香港客屬總會回歸盃」的得獎者
頒獎。大埔龍舟競賽在大埔海濱公
園對出海堤舉行，76個龍舟隊角逐7
項賽事冠軍，大批市民無懼烈日在
旁觀賽，場面熱鬧。

消防隊代表囊括冠亞
昨日的重頭戲回歸盃，冠亞軍均
由消防代表囊括，奪冠的九龍西區
隊長形容賽事激烈，指早上曾經下
雨，太陽不太猛烈，天氣較以往
好。他又希望能讓到場支持的兒子
認識傳統，把龍舟傳承予下一代。
有隊員指賽前花了4至5個月加強練
習，即使上星期黑色暴雨警告仍繼
續操練，對於奪冠感到高興。
而獲得亞軍的九龍中區隊教練表
示，今次是隊伍組成以來首次參加
公開賽，不少成員都是首次接觸龍
舟，事前花了約兩個月操練，對成
績感到滿意，坦言仍有進步空間。
香港仔龍舟慶回歸20周年競渡大
賽，在香港仔海濱公園開鑼，5條賽
道各長330米，62隊龍舟隊伍包括
10隻大龍隊伍及52隻中龍隊伍，經
過35場激戰決出勝負。昨日下午4
時30分，最後一場亦是最激烈的大
龍比賽，歡呼聲響徹整個香港仔避
風塘。到場為龍舟健兒打氣的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按耐不住，從嘉賓席
起身往最前排觀看比賽。陳茂波隨
後為獲獎隊伍頒獎，最受矚目的
「漁民大龍組」金盃冠軍由「漁業
龍」奪得，「漁業龍」除獲頒比賽

金盃外，亦獲頒「回歸金盃」以紀
念香港回歸20周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出

席了沙田區的賽事，局長和其餘觀
眾一樣為激烈的賽事興奮不已。沙
田城門河龍舟賽事匯聚184支龍舟
隊，24場賽事爭奪22個獎盃，每個
獎盃均分冠、亞、季、殿軍。賽事
由清晨8時30分持續至中午12時30
分，參賽隊伍涵蓋各政府部門、各
大中學院和各行各業，男女老幼各
年齡層齊備。數以萬計民眾亦匯聚
城門河兩岸，當中不少人是參賽健
兒的親友，他們四處觀望尋找家人
或朋友的龍舟，一旦發現就興奮大
叫，齊聲加油。

20萬名市民赤柱觀戰
規模較大的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

則中西薈萃，短短一日已完成逾60
多場賽事，包括男女混合賽及學界
賽等。今年逾280支海外及本地隊伍
參與，約有6,000名健兒及20萬名市
民雲集赤柱，當中「最搶鏡服飾
獎」更炒熱場內氣氛，眾人紛紛在
場歡呼及高舉手機拍照。
9支龍舟隊「扮鬼扮馬」及上台

表演，有隊伍打扮成「哈利波
特」（Harry Porter），並配以網
絡 大 熱 歌 曲 「PPAP」 及 韓 星
G-Dragon 歌曲；有隊伍以歌舞青
春主題吸睛，俊男美女穿上泳裝
在台上大跳特跳，更有隊伍打扮
成兒童圖書「Where's Wally」人
物，以紅白間條服裝吸引遊人拍
照，成功「呃Like」。

又逢端午佳節龍舟盛會，正值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慶典，

全港多處水域昨日舉行盛大龍舟賽事賀回歸。昨日天公作美驕

陽高掛，各區數千名龍舟健兒在隆隆鼓聲中，千槳齊揮，數百

飛龍迎風飛躍，數十萬民眾吶喊喝彩，全港歡度盛大龍舟嘉年

華。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多名司局官員昨分赴各賽場參觀賽事，

官民同樂，齊齊為龍舟健兒鼓掌助威。梁振英並將獎盃頒予囊

括回歸盃公開賽冠亞軍的消防代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陳文華、楊佩韻、文森

■全港各區數千名龍舟健兒昨日在隆隆
鼓聲中，萬槳齊揮，岸上數十萬民眾吶
喊喝彩，全港歡度盛大龍舟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梁振英為「香港客屬總會回歸盃」的得獎者頒獎。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龍舟健兒逐浪爭先精彩瞬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女選手奮力划槳，不讓鬚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龍舟世家
82歲鄭伙佬
（中）、55
歲 鄭 全 仔
（左）及25
歲鄭文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文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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