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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一

連3天在中環海濱舉行的龍舟嘉年華

在歡呼聲及掌聲中結束。今年適逢是

香港回歸20周年，旅發局首辦回歸盃

賽事，冠軍終由沙田區健兒獲得，並

由行政長官梁振英頒獎。隊長蘇先生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今次賽事意

義重大，隊友更為賽事加操至少兩個

月，笑稱取得佳績猶如為沙田區增

光，「大家要飲啤酒慶祝。」賽事裡

也有不少小故事，勝出銀行盃賽事的

「匯豐銀行龍舟隊」隊長趙先生表

示，等這個冠軍等了30年，終於可以

達成目標，於願足矣。

沙田隊勇奪龍舟回歸盃
健兒最後兩個月狂加操「由頭帶到尾」為地區增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新生命誕生後需要全
面的呵護，伊利沙伯醫院去年5月正式成為全港首間愛
嬰醫院，團隊就執行母乳餵哺政策，包括為孕婦講解母
乳的優點及教導授乳技巧方面表現出色，奪得本年度醫
管局傑出團隊獎，該院的嬰兒母乳餵哺率亦由前年的
88.4%升至去年的89.1%。
作為首間愛嬰醫院，伊院顧問護師（母乳餵哺）林志

愛指，在產前會了解父母關注的事情，並在分娩後盡快
讓母子有肌膚接觸，實行母嬰同室，並會按嬰兒需要餵
奶，又加強與健康院聯繫，如使用同一標準評估嬰兒健
康以便跟進。兒科病房經理梁美達補充，團隊會加強教
育，提點母親餵奶時做得更好，如緊抱嬰兒及與對方有
眼神接觸，以增強感染力。
團隊會為孕婦講解母乳的優點，個別諮詢母親的意

向，鼓勵餵哺母乳，但強調會尊重非母乳餵哺的選擇。
婦產科資深護師黃思琦指出，不少家長都會以溫水沖調
奶粉，但指應使用攝氏70度以上開水，因要保持奶料
於無菌狀態，高溫開水可減少嬰兒患病機會。
而傑出員工獎則由前九龍醫院職業治療部部門主管吳

倩華奪得，現為醫管局社區復康中心主管的吳倩華，以
虛擬實境技術模擬不同社區設施，讓中風等行動不便的
復康者練習，令他們更快重新投入社會。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
年，而經民聯亦即將迎來
成立5周年，經民聯、大
埔動力及SunActSports昨

日就在大埔墟體育館聯合舉辦「體育活動同樂日」，以慶祝回歸，
並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活動，用體育凝聚正能量。經民聯主席
盧偉國在致辭時說，促請立法會財委會通過啟德體育園區的撥款，
以推動香港體育事業的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
同樂日邀得多名前港隊教練與市民一起體驗柔力球、跆拳
道、充氣彈床、花式跳繩、球類運動等運動，並有各項精彩的
運動表演，讓不同年齡人士歡度一個健康愉快的周日。出席活
動的主禮嘉賓還包括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中聯辦新界
工作部副部長葉虎、大埔警區指揮官劉鳳霞、經民聯副主席兼
地區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經民聯副主席劉業強、經民聯區
議員莫錦貴、陳灶良、李華光、羅曉楓等。
盧偉國和梁美芬致辭時都提到「啟德體育園區」的撥款問
題，希望項目得到大家的支持，能夠盡快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賢、
吳子晴）香港每日被棄置的廚餘量多達
3,600萬噸，但同時有97萬低收入人士
三餐不繼。聖雅各福群會獲社創基金資
助1,000萬元委聘，上月推出一個食物
援助平台FOOD-CO，讓食物捐贈機構
及食物援助服務點可以通過手機應用程
式，得知各區食物供求情況及有關服務
資訊，加快兩方機構配對。
平台由上月起以半年為試行階段，以觀
塘、元朗及葵青三區作為試點，明年起逐
步推廣至全港18區。截至本月2日，
FOOD-CO已集合87個食物援助點，26

個捐贈企業，至今已完成7宗捐贈。

省行政增配對效率
得基輔康會恩慈之家聯絡主任趙景良

表示，機構一直為戒毒人士尋找食物援
助，但以往用電話聯絡各間食物提供機
構的效率不高，「好多資料要問，最快
都要兩星期先拎到。」趙先生上月試用
FOOD-CO後，只需三四天就能獲得食
物援助，「程式內有相有資料睇，按幾
個掣就好快申請到。」他更指，很多低
收入家庭都不清楚如何尋求援助，該手
機平台能讓他們更易接觸捐贈者，增加

受助機會。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何潤儀

指，希望藉平台找到更多有需要的受
助者，提升食物捐贈效率，「希望將
保質期短但又安全的食物捐出去。」
何續指，公司已聯絡超市分銷商，於
三個試點幫忙捐贈食物，以減省運輸
時間，假若公司有冷藏食物可以捐
贈，會暫時提供冷藏櫃予食物援助
點，確保食物品質安全。

主辦方盼助平衡各區供求
聖雅各福群會高級經理吳雯賢指，現

時各區的食物援助點並不能完全滿足區
內需求，出現資源錯配的情況，例如深
水埗區有較多熱食服務及其他食物援助
點，元朗及離島區則因運輸問題而未能
提供熱食，故她希望平台能夠平衡各區
供求。

手機App助加速食援配對

■在場嘉賓展示應用程式。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母乳教學」出色
愛嬰伊院奪獎

經民聯「體育活動同樂日」慶回歸

旅發局主辦的龍舟嘉年華昨日踏入尾聲，
多項賽事舉行，包括回歸20周年紀念

盃、銀行錦標賽及「扮嘢大賽」等。當中回歸
20周年紀念盃更邀請到行政長官梁振英任特別
頒獎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及旅
發局主席林建岳也有到場打氣。從梁振英手上
接過冠軍獎盃的沙田區代表蘇先生向記者表
示，心情十分興奮，覺得今次賽事很有意義，
為此全隊船員操練了四五個月，在最後的兩個
月更不停加操。

梁振英任特別頒獎嘉賓
蘇先生表示，因為其他龍舟隊的實力不弱，
他們在練習時也加強爆炸力及耐力訓練，一星
期至少練習4天，期望可一口氣以高速衝線，
結果真的是「由頭帶到尾」。他續稱，其實比
賽前也十分緊張，途中只是不停想如何划快一
點，最後得知成績後感到很快樂，笑稱「等陣
大家要飲啤酒慶祝」。
至於銀行錦標賽原來也有小故事，取得冠軍
的是「匯豐銀行龍舟隊」，隊長趙先生表示，
這個冠軍他等了足足30年。他表示，在30年
前他開始划龍舟，曾與不同同事合作及比賽，
惜多次與冠軍擦身而過，試過離終點10米失
平衡而沉船，認為今次終於可以「等到冠
軍」，形容心情興奮。

「匯豐」奪銀行盃 隊長等足30年
趙先生續稱，以往龍舟是木船，現時是纖維
船，隊員以前因為專門學習一項興趣，故願意
花很多時間練習，但近年港人興趣多元，練習
時間較以前為少。不過他認為，龍舟賽事的確
較以往普及，甚至向國際推廣及發展，認為這
是好事。
除了傳統賽事外，每年的「扮嘢大賽」也是
吸引港人及旅客的焦點項目，今年有多個出色
隊伍，如菲律賓隊伍打扮成蟑螂，亦有小雞及
香蕉等。取得「扮嘢大賽」冠軍的是「香港乳
龍」隊，是首支乳癌康復者組成的隊伍，他們
今年首次參賽即取得冠軍，靠的是搶眼的七彩
裙及大朵的牡丹花。設計師華姐表示，因為牡
丹花代表美麗，而七彩裙有七種寓意，包括祝
福、光明、友誼、健康及正能量等，期望可以
帶出乳癌康復者的正面形象。
華姐續稱，今次有不少男士都願意穿上裙
子，笑稱「佢哋比我哋更受歡迎」。有身穿七
彩裙的男士表示，「原來着裙係咁舒服！」立
即引起眾人笑聲連連。

嘉年華場內首次有
14架美食車在場，吸
引不少遊人特意走進中

環海濱，品嚐美食兼觀賞龍舟賽事，氣
氛十足。有美食車營運者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不少遊人以「掃街」形式試
盡不同美食車的美食，直言「這個氣氛
是我們想做到的」，期望未來會有更多
相關活動舉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表示，有美食車營運者表示，周
六當日賺了兩萬多元，認為反應正面，
對美食車發展有幫助。

雞翼單日大賣4000隻
專售一字炸雞翼的「豪園小食」美食

車，昨午起做生意做到沒停手，負責人梅
小姐向記者表示，3日嘉年華的生意不
錯，周六賣了4,000隻雞翼，「補貨都補
了3次」。她續稱，周六下午及晚上的客
源不同，如下午是以家庭客及龍舟健兒為
主；晚上因為有音樂會便吸引不少年輕

人，各人的消費力不弱，認為「做到個氣
氛出來」，為她打了支強心針。
梅小姐續稱，今次場地設備安排比她

想像中好，如泊車位置良好，供電穩
定，而且垃圾桶的數量也足夠。不過她
認為，場內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多提
供坐位及攤位遊戲，吸引人流聚集。

「八珍醬園美食車」負責人劉先生表
示，3日嘉年華的生意不錯，遊人都喜

歡腸粉、豬腳薑及炒飯等，當中捧場客
較多是港人，認為港人的消費力很強。
他續稱，美食車齊集一地對各方都有
利，期望未來會有相應活動。「Cre-
ative Yummy」負責人曾小姐稱，周六
的生意不錯，單是招牌芝士三文治已出
售200件，反應超過預期，相信日後再
回到尖沙咀營運時，也會吸引不少外國
旅客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一連3天的龍舟嘉
年華令中環海濱搖身
一變，成為國際性的

夏日派對地點。市民無懼炎炎夏日，趁
着周末攜同一家大細品嚐特色美食，亦
有不少外國遊客慕名而來，一睹龍舟選

手風采。
以懷舊為主題的三大攤位遊戲廣受市

民喜愛，當中「大力士錘」尤受外國人
歡迎，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大顯身手。有
三五成群的外國龍舟隊參賽者，更揚言
要在這個小擂台上比拚一番，看誰力大

無窮。
烈日當空下，涼浸浸的啤酒成派對的

消暑恩物。選手在海上揮灑汗水後，都
會和隊友手執一杯冰涼啤酒暢飲一番。
外國的朋友亦不甘示弱，喝完一大杯都
意猶未盡要續杯再飲。火辣的太陽迎合
選手熱烈的心情，整個嘉年華就在一片
「熱浪」中圓滿結束。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何玉瑩

消費氣氛盛 美食車受捧

熱辣辣派對 涼浸浸暢飲

/..
.區先生：
現場氣氛很好，
大會亦安排了不
少表演節目。
「我未見過美食
車，今日專程嚟
睇吓。」

專
－
程
－
睇
－
吓

湯先生：
每年均會參

加龍舟比賽，
今年首次於中
環舉辦，認為
比賽場地環境
理想。

場
－
地
－
理
－
想

Owen &
Jessica：
笑言雖然天

氣炎熱，但無
礙遊玩興致，
更嘗試了美食
車的菠蘿包。

歎
－
菠
－
蘿
－
包

歐陽先生（舞獅
表演者）：
認為現場氣氛

熱鬧，但需改進
場地，塵土飛揚
以致影響他們的
表演。

塵
－
土
－
飛
－
揚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何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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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賓主合照。 經民聯供圖

■伊利沙伯醫院奪醫管局傑出團隊獎，成員包括黃思琦
（左二）、林志愛（左一）及梁美達（左三）；而吳倩
華就獲傑出員工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美食車受熱捧。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負責人袁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 攝

■「匯豐銀
行龍舟隊」
勝 出 銀 行
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佩韻 攝

■沙田隊奪回歸盃冠軍，與特首梁振英興奮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今次「扮
嘢大賽」有
不少男士都
願意穿上裙
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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