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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李

摯）中國海軍航母編隊將於明日

（本周五）來港，參加解放軍進駐

香港20周年慶祝活動。解放軍駐港

部隊日前向香港市民派發2,000張

公眾參觀券，以及向特定團體派發

1,600張團體參觀券。為了能「搶」

到一張參觀券，獲得與航母親密接

觸的機會，許多香港市民不惜通

宵、冒雨、搭帳篷排隊「撲飛」。

然而，參觀券畢竟數量有限，所有

3,600張票一早派完，大批市民失望

而返，許多團體亦一票難求。香港

各界社團負責人請香港文匯報轉達

他們的期望：鑒於各界熱切期待登

艦參觀，希望有關方面可以協調相

應再增票量，如果能把開放時間延

長數天，讓更多市民滿足登艦參觀

願望，一定是好上加好之舉。

全城期待登艦 盼加時增票量
參觀祖國航母一票難求 社團領袖為民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何玉瑩）香港書展繼上年
「武俠」主題獲得大成功後，今年改以「旅遊」作年度
主題，更特設文藝廊使讀者能「在香港看世界」。「文
藝廊」將舉行「文遊四海」的專題展覽，介紹不同背景
旅遊作者的文字、照片及珍貴紀念品，增加讀者對不同
旅行作品的閱讀興趣，昨日貿發局誠邀其中幾位作家分
享他們的旅遊經驗，為書展進行熱身。

金鈴籲港人注意旅遊態度
小說家金鈴喜歡旅遊，她的足跡遍佈超過60個國
家，曾到中東、埃及等地尋找世界各地的文化異同。她
形容，旅行對於香港人而言是必須品，不過港人需要注
意旅遊的態度。
她強調：「作為一名旅者，我們要尊重當地人的意
見。」冰島之旅提醒她當地人的意見對於一名旅者而言
是一盞明燈。她憶述當時由首都一直南下，尚有一小時
便到酒店時，司機卻拒再前行。司機解釋據當地天文
圖，過去一小時沒有車通過前路，可能風速大易生危
險，她聽後選擇停止前進。這次經歷令她明白無論去什
麼地方，都要聽從當地人善意的提醒。
她續稱，之所以喜歡把自己的所見所聞用紙筆記錄下

來，或是編撰成一本小說，大多是因為文字是無價的，
作者能夠透過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之餘，更能為讀者建
立一個獨一無二的新世界，每個人看同一段文字，根據
當時的閱讀心態或是性格，都會想象出截然不同的畫
面，這就是文字的魔力。

鄭幗恩：可為世界增點影響
寫攝人鄭幗恩遊歷三大洲，有豐富的旅遊經驗。她表

示，旅遊能夠「以生命影響生命」，一次玻利維亞的旅
遊經驗使他十分難忘，當地導遊跟她說：「多謝你們的
到來，給予我們生活，希望你們回去後會分享你們在這
裡的所見所聞給你們的親戚好友。」
這句話使他明白到旅遊不是一個人的事，自己的旅遊
可以為世界帶來一點點影響。雖然她具有高超攝影技
術，但她亦認為文字是不可或缺的，單靠照片並未能反
映到所有的細節，文字能幫助她記錄照片背後的故事。

書展文藝廊「在港看世界」

「香港電競音樂節」最新安排
日期：2017年8月4日至6日(周五至周日)

地點：紅磡香港體育館

活動：8月4日及6日「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電競比賽

8月5日「SMTOWN SPECIAL STAGE in HONG KONG」演唱會

8月4日至6日「Festival Zone」嘉年華

「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

四強賽：8月6日上午10時 中國內地隊對北美隊

決 賽：8月6日下午7時

票 價：港幣$480/ $280/ $150/ $80

網上直播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韓語、泰語、西班牙語、日語及
越南語

「SMTOWN SPECIAL STAGE in HONG KONG」

觀眾席票價：港幣$ 1,880(售罄)/ $1,380/ $880/ $680(不設企位)

換票或退票安排（只於「快達票」售票處辦理）

時間：7月17日中午12時至8月5日晚上7時

換票：信用卡購票者 憑購票的信用卡親身到「快達票」售票處或通利琴
行辦理

現金購票者 帶同已購門票，到灣仔會展「快達票」售票處辦理

退票：憑購票的信用卡或已購門票，到灣仔會展「快達票」售票處處理

「Festival Zone」

時間：8月4日至6日，每日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

票價：港幣10元（現場購票）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表示，作為國
家第一艘航母，「遼寧艦」的誕生是

國家海軍發展的里程碑，體現了國家軍事
實力發展壯大。

陳永棋：向隅市民極失望
他續說，「遼寧艦」是次來港參加解放
軍進駐香港20周年慶祝活動，讓市民一睹
風采，實是難得。然而活動只派發3,600張
票，讓不少欲一睹國家軍事風采的香港市
民大感失望，冀能增加票量，讓更多市民
入場參觀。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林

樹哲表示，航母編隊來港是大好事、大喜事，

首次對公眾開放便選在香港，表達了祖國對
香港同胞的關心和信任。「遼寧艦」航母能
讓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看到國家強大的
一面。惟可惜一票難求，不少人通宵排隊仍
空手而回，雖明白遼寧號留港時間及接待能
力有限，但也希望有關方面可以作出協調，
讓更多市民可登艦參觀。

盧文端盼遼寧號延長開放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示，
航母編隊來港，將是一次生動的愛國教
育。是次參觀券一早派完，不少人登艦參
觀的願望落空。他希望遼寧號能夠多留港

數天，延長開放時間，增派更多參觀票，
滿足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坦言，不少福
建鄉親特別是專業人士、年輕人都紛紛來
電「求票」，他希望能夠增加票量、延長
航母開放時間，讓更多市民一睹航母風
采。
另外，此間快評指，航母熱潮席捲香

港，風頭蓋過任何巨星大腕。巨星開演唱
會雖然門票和場次也會提前安排好，但也
經常會經不住現場歌迷的狂熱要求而返
場、加唱乃至加場。不知道「遼寧艦」會
不會照顧一下「粉絲」們的情緒呢？

祖國航母「遼寧艦」來港，市民
熱切期盼。日前有關派票安排的消
息一公佈，數千名市民立即湧至3個
航母票派發點，冒着連場大雨通宵
輪候。可惜駐港部隊只派發2,000張
公眾票，遠遠不能滿足市民願望。
不少市民均表示，希望有關方面能
協調增加派票量，及加開參觀航母
專場，讓更多港人有機會分享祖國

強大的驕傲與自豪。
周一（3日）派票當天，大批未能領取
到門票的市民均難掩失望之情，市民石先
生稱：「香港幾百萬人，誰不想看國家航
母？只有兩千張票怎麼夠！」
何小姐當日推着其兩歲兒子，於上午

10時到槍會山領票點時，被告知領票籌
已發完，失望得幾乎流淚。她稱：「大家
都想看航母，兩千張票實在太少。我兒子
最喜歡看飛機大炮，所以推着他來排隊，
希望抱着他上航母，留一生的記念。公告
說下午1點開始發票，我想着上午10點來
已經很早了，沒想到別人都是通宵排隊，
上不了航母真的很失望。」
不少市民都希望，主辦方可因應香港

市民的訴求作出特別安排，讓更多人有機
會上航母參觀。大學生劉小姐說：「國家
航母來港那麼難得的機會，兩千張票怎麼

夠？不過話說回來，兩萬張票也是不夠。
那天我和男友排了4個多小時的隊，結果
說沒籌了，很失望；希望多開一個參觀專
場，讓我們有機會再去搏一搏，看能不能
爭取到一個上航母的機會。」
市民鄧先生說：「雖然很理解航母在

香港停留時間短，但希望在可能、安全的
條件下，盡量讓更多的市民登上祖國的航
母，最大限度滿足市民的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冀加開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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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天氣
不似如期，近月本港天氣驟晴驟雨，令
下月4日至6日原定在中環海濱戶外舉
行的「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節」，移
師至紅磡香港體育館進行。電競邀請賽
及SMTOWN演唱會門票將分別於7月
7日及10日再次公開於網上發售，已購
買演唱會門票人士，可於本月17日中
午12時起進行換票或退票手續。旅發
局總幹事劉鎮漢表示，更換地點後，電
競賽事可容納6,000名至7,000名觀眾，
與舊場地相若，演唱會則由1.2萬人至
1.3 萬人減至 7,000 人，少了近 6,000
人，料整個活動總人次稍為減少至4萬
至5萬人次。他續稱，整個活動費用與
預期相若，沒有因為轉場地而要加碼埋
單。

劉鎮漢：購票者必有位坐
至於於6月中公開售票的SMTOWN

演唱會，當中最貴的1,880元門票悉數
售罄。劉鎮漢稱，演唱會如期8月5日
舉行，原定中環海濱全為企位，入到紅
館是全坐位，故舊門票不再適用，須進
行換票手續。成功購票者可於本月17
日中午12時至8月5日晚上7時，到通
利琴行或「快達票」售票處辦理換票或
退票，並強調「買到票者必定有位坐，
唔會搵人笨咁衰」。

他續稱，觀眾席票價亦由兩種增至4
種，即1,880元（售罄）、1,380元、
880元及680元，將於7月10日上午10
時起，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電競比賽「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

請賽」亦有新安排，當中四強賽「中國
內地隊對北美隊」原定在8月4日的下
午6時，改為8月6日上午10時舉行；
決賽也由8月6日的下午6時，順延至
下午7時舉行。賽事門票亦因為場地轉
換而增加，現時最新的有4種門票，包
括480元、280元、150元及80元，將
於明日（7日）上午10時起，於城市電
腦售票網公售。
演唱會及電競比賽會在紅館舉行，但

因場地所限，設有展台及攤位如角色扮
演、最新電競及電玩產品率先體驗及美
食攤位等活動的「Festival Zone」，將
在紅館外空地舉行。場地面積會較舊場
地減少10%至20%，原定會到場的美食
車需要再作協調，未知能否到場。市民
可以在現場購票進場，每人10元。
劉鎮漢解釋，原本構想活動是在室內

舉行，但由於紅館當時沒有檔期，才決
定轉至中環海濱，及後因應近月天氣不
穩及兩星期前得悉紅館可讓出檔期，經
過磋商後最終取得場地。
他續稱，在室內舉行活動對電競選手

及表演者均有好處，如可控制光線以免

影響電競選手作賽。他又對場地變動造
成大眾不便致歉。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

忠興承認，紅館戶外的場地開支上升及
門票收益會減少，但室內場地裝置及整
個活動保險費用減少，互相幫補之下，
整體開支與原本方案相若。

開支與預期相若 毋須加碼
他續稱，如活動舉行期間遇上惡劣天

氣，包括三號風球或紅雨及黑雨等，戶
外的「Festival Zone」將會暫停，但室
內活動應會如常舉行。有八號風球或場
地不予觀眾進場，大會準備了後備方
案，強調網上直播不受影響。
洪忠興指，今次是本港首次舉辦電競活

動，仍有很多地方要學習，並稱明年若再
辦，定會吸收今年經驗，或在明年不同時
段及地方舉行，以給予旅客及本港市民帶
來更多新鮮感，打好香港旅遊品牌形象。

電競節改室內 月中可退票

■■「「遼寧艦遼寧艦」」參觀門券日前公開參觀門券日前公開
派發派發，，不少市民冒雨到石崗軍營不少市民冒雨到石崗軍營
排隊排隊「「撲飛撲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何小姐希望增加航母票，滿足兒子看航
母的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文遊四
海」的部分
展品。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何玉瑩 攝

■■旅發局表示旅發局表示，，下月初原下月初原
訂在中環海濱戶外舉行的訂在中環海濱戶外舉行的
「「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
節節」」改在紅館舉行改在紅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