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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校長北上育才 讚高鐵平班次多

姊妹辦「萬音天地」新教法圓「音樂夢」

酒樓售瀕危翅「嬲嬲」貼門
團體中環利苑門外抗議 向顧客派傳單表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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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颱風
「瑪娃」已於昨晚約9時30分在汕
尾附近登陸並減弱為熱帶風暴。天
文台昨晚10時40分發出三號強風信
號，料今早會維持一段時間。預測
今日初段時間香港會有大雨及狂
風，市民出門前應留意最新天氣情
況。
天文台昨晚表示，「瑪娃」已減

弱為熱帶風暴，集結在香港以東約
21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
動，時速約12公里，大致移向廣東
東部沿岸。
天文台指「瑪娃」採取較西北的

方向移動，按照預測路徑於昨晚午
夜前後在汕尾附近登陸並減弱。
天文台表示，隨着「瑪娃」移近和
登陸廣東東部，與「瑪娃」相關的雨
帶會影響珠三角一帶，預料今日初段
時間香港會有大雨及狂風，預測今日
稍後雨勢減弱，氣溫介乎25度至30
度，相對濕度介乎80%至100%，吹
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晚間風勢增
強，稍後風勢緩和，初時海面有大浪
及湧浪。
受「瑪娃」影響，昨日本港空氣質

素欠佳，截至下午3時，全港多區一
般監測站都錄得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
8或以上，屬「甚高」水平，位於元
朗、屯門的指數達9，大埔的指數更

一度達10的水平，中環、旺角及銅鑼灣的路
邊監測站亦錄得8或9。
環保處預測今早一般及路邊監測站健康風險

級別為「低」及「低至中」，下午為「低至
中」，個別出現症狀的人士應考慮減少戶外體
力消耗。

強颱風「天鴿」
及「帕卡」早前連
環襲港，打工一族

可能慶幸出現突如其來的假期，但政府各部
門及公營機構的員工等無名英雄仍緊守崗
位，拯救及協助有需要的人，默默保護香
港。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各救援人員無懼風

雨，不顧自身危險，奮力拯救生命，並憑着各
人的努力及合作，香港得以在風暴過後迅速恢
復日常的生活及秩序，他向各位在風雨中緊守
崗位，盡心盡力為香港服務的無名英雄及市民
致以崇高的敬意。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以「無名英雄護香

江」為題，感謝政府各部門及公營機構的員工
在颱風日緊守崗位。如在「天鴿」及「帕卡」
襲港兩次風暴中，飛行服務隊合共出動4架次
定翼機及17架次直升機，在海中拯救60條生
命；共160名消防人員在8月26日及27日「帕
卡」吹襲期間全力搜救被困飛鵝山的兩名行山
人士等。
張建宗續稱，渠務署的同事在「天鴿」吹
襲的前一晚已經進駐大澳，通宵留守疏通渠
道以及處理水浸事故；巴士車長在八號風球
下返回車廠候命，以便在風球除下後立即恢
復服務，他們敬業樂業的精神實在令人敬
佩。

張建宗：一晚處理約600航班
另外，在機場方面，張建宗稱，兩次風暴吹

襲引致多班航機延誤及取消，受影響的旅客數
以萬計。在8月23日傍晚「天鴿」過後，香港
國際機場立即重新編配航班，兩條跑道通宵運
作，在一個晚上便處理約600班航班升降，迅
速疏導了滯留的旅客。
他續指，機場運作亦在8月24日大致恢復正

常，全日共有1,300多架次航機升降，客運量
亦創單日新高，達23.4萬人次。
在8月27日「帕卡」吹襲過後，機場跑道同

樣通宵運作，共處理約190班航班以疏導旅
客，機場的運作第二天亦全面回復正常。
他稱，機場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服務是多

方合作的成果，而應變機制亦充分發揮效用，
把颱風對旅客造成的影響減至最低，確保香港
發揮其安全的國際航空樞紐的角色。
張建宗表示，雖然香港在短短數天兩度受颱

風吹襲，慶幸對香港造成的破壞並不是太嚴
重，無論是公務員團隊或公營機構的員工，在
這兩次天災事故都展示了高度的專業能力，盡
忠職守，並且有效執行各項應變計劃，大大減
輕了颱風的破壞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風雨中緊守崗位
無名英雄護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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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人員把船員逐一救上直升機。
張建宗網誌圖片

香港護鯊會成員昨午到利苑酒樓位於中
環的分店，抗議集團出售瀕危海虎

翅。海虎翅來自灰色真鯊，在國際自然保護
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冊上屬易危
級別；五羊翅則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CITES）管制。
香港護鯊會說，灰色真鯊懷孕期長達23
個月，繁殖率偏低，在持續銷售下，面臨滅
絕危機，促請集團立即停售。
香港護鯊會項目統籌古偉牧表示，早前
團體調查23個酒樓集團出售魚翅的情況，
當中3個集團出售海虎翅，2個則出售五羊
翅。他又說，團體在6月起聯絡多個酒樓，
當中利寶閣承諾停售海虎翅。

美心全面「剔翅」證港做得到
古偉牧指，每碗魚翅一般索價300元至
400元，但海虎翅則賣逾千元一碗。他批評
利苑集團「講一套做一套」，集團強調以符

合生態環境保護的方式提供食材，卻出售海
虎翅，加劇灰色真鯊的絕種威脅，並破壞生
態環境。而且鯊魚及魚翅本身含有不少重金
屬，加工時更會用上化學物質，與集團的理
念背道而馳。
他補充，美心集團亦承諾不會出售瀕危
魚翅，並在主菜單上全面剔除魚翅，反映本
地酒樓集團有能力停售瀕危魚翅。而利苑集
團聲稱「創業至今改良的菜有一千多種」，
剔除菜單上一道「紅燒或清湯海虎包翅」，
相信對利苑的營業額不會構成影響。
團體在7月起在網上收集1,046名市民

反對利苑出售海虎翅的「嬲嬲樣」，並遞
交請願信，惟酒樓一方拒派代表接收。
古偉牧說，若利苑仍沒有回應，不排除
行動升級。他呼籲市民避免食魚翅，利苑
食客可多加投訴海虎翅的菜式。團體把請
願信及「嬲嬲」的貼紙貼在酒樓門外後和
平散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寶儀）魚翅是喜宴的名貴菜式之一。有團體發

現多個酒樓集團甚至出售來自瀕危鯊魚的海虎翅或五羊翅，前者瀕危級別

更等同大熊貓及北極熊。香港護鯊會10名成員昨日到中環的利苑酒家門

外抗議，並貼上多個表情符號「嬲嬲」的巨型貼紙，向顧客派發傳單講

解，以示不滿。

■香港護鯊會成員昨午到利苑酒樓位於中環的分店，抗議出售瀕危海虎翅。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不
少中小學教師和校長積極到內地分享教育
心得，高鐵成為他們赴內地交流不可或缺
的交通工具。前小學校長梁偉明十年前到
湖南考察，決心將優質教育帶進農村。於
是他經常穿梭兩地，為農村學校建立圖書
館及培訓教師，班次較多、票價合理的高
鐵成為他北上的首選。對於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預計明年第三季通車，他期望可節省
更多時間，會選擇直接在香港乘坐。
前小學校長梁偉明接受《政府新聞網》
訪問時，分享他多年來到內地協助學校改
革的點滴和感受，有關報道昨日上載至
《政府新聞網》網站。
梁偉明指出，十年前到湖南的農村小學
參觀，發現當時學校基層資源匱乏，教學
效益不高，學生難以培養閱讀興趣和良好
習慣。
回港後，他毅然辭任小學校長一職，創
辦《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
為湖南省農村學校建立圖書館，協助內地
貧苦學生改變現狀。
梁偉明不單協助鄉村小學成立圖書館，
還致力改變教學模式，並要求老師積極配
合，利用圖書館的資源，「閱讀要有方
法，要教小孩怎樣看書，建立學習能
力」，以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自學能
力。

為湖南300校建幼讀模式

過去十年，梁偉明為湖南300多間學校
建立幼兒閱讀教育的模式，不時向當地老
師親自示範，還經常到學校考察，確保教
學彰顯成效。他又經常回港接觸贊助人，
解釋計劃的理念和進度。
經常穿梭兩地，梁偉明以往一般乘搭飛

機，但自高鐵湖南至深圳段開通，他更喜
歡高鐵，「往返兩地的航班比以前少了，
而高鐵的班次較多，加上飛機常常誤點，

安檢的時間也不短，要提前到機場。」

廣深港高鐵港段明年通車
他認為高鐵從班次到價錢都更有吸引

力，成為他北上的首選。目前他從香港出
發，過關後要先坐車到深圳北站，再轉乘
高鐵到湖南長沙，「坐高鐵的幾個小時可
以走動，坐飛機則不可以。在車廂裡，我
還可以利用時間，開電腦處理文件。」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明年第三季通
車，他期望節省更多時間，直接在香港乘
坐。今年58歲的他坦言，自己年紀漸
長，未來除了繼續在內地推廣有效的教學
模式，為老師建立學習平台外，也期待騰
出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其實過去十年，
我很少在家，留下太太一個，對她有點愧
疚。如果有段時間能多些在家，多些跟太
太一起，想起來也挺不錯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在香港這
個節奏急促的商業社會，追求音樂夢雖然未
必是主流，但也有年輕的創業者勇於在這個
領域開拓及耕耘。「八五後」黃宇恆與「九
十後」黃宇弘就是抱着這樣的信念，於黃竹
坑商業大廈開辦音樂教學學院「萬音天
地」，希望能夠引入與香港追求「考級」的
應試模式截然不同，以興趣為主，靈活多樣
的新音樂教學模式，加上國外頂尖的音樂教
師及靈活的教學方法，激發小朋友及成年人
對音樂的興趣，助力他們實現音樂夢想。同
時，也是為香港社會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一家與音樂有特別緣分
黃宇恆、黃宇弘為兩姊妹，出生在香港
的一個音樂世家，她們從小學習音樂，對音
樂有熱情亦有感悟。
黃宇恆回憶一家人與音樂有特別的緣
分，爺爺黃乾亨和嫲嫲是因音樂結緣，18
歲在音樂學院相識、從此相知相守。
日前爺爺嫲嫲結婚60周年，全家人自編
曲目，由每一名孫兒女演奏一種樂器慶祝，
分享音樂已經成為家庭的傳統，連家庭遊戲
亦必定與音樂有關。爸爸黃英豪和媽媽亦都
對音樂情有獨鍾，也是古典音樂愛好者，支
持著名歌唱家莫華倫創辦香港歌劇院及多年
均贊助香港管弦樂團的活動。
兩姊妹分別在12歲及13歲時便往美國及
英國讀書，學習音樂。兩人回憶，未出國唸
書前，在香港學習音樂的經歷，更多要面臨

來自「考級」的壓力。黃宇恆笑言，在香港
學習音樂，幾乎半年時間用來準備考試，另
外半年時間則用來準備比賽，好難培養對音
樂的興趣。
往美國學習期間，同齡同學在學習後，

會像大家庭一樣互相討論，對彼此的音樂演
奏提出建設性意見。黃宇弘分享指，十多歲
往英國學習音樂時，老師在教完一段後，直
接丟過來一本貝多芬作品集，讓她自己選擇
喜歡的樂曲彈奏，「老師希望學生自己主動
去找到自己的興趣，之後根據學生的興趣去
教學。」

不逼迫兒童考試考級
英美的教學方法令兩人感觸良多，兩人

希望將這種靈活，注重培養興趣而非硬性應
試的教學方法帶回香港，讓更多香港小朋友
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逐漸培養起對音樂的
興趣和熱情。
在這種想法觸動下，兩人於今年正式創
辦「萬音天地」，由全球前50的音樂學院
推薦教師，以西方的音樂教學經驗及朋友式
相處模式與小朋友互動，不會逼迫小朋友去
考試或考級，希望在活潑的氣氛中讓小朋友
對音樂產生興趣。「興趣才是最好的老
師。」
問到未來發展，黃宇恆的夢想是希望

「萬音天地」能成為香港最優秀的音樂學
校，透過頂尖的老師、西式教學方法，在學
員心中栽種下一顆熱愛音樂的種子。

兩姊妹於去年
11月正式着手籌
備成立公司，12

月公司正式成立，上月28日學校首
日開學，現已獲約40名學員報名。
兩人均為首次創業，黃宇恆說，創
業講求時機，最初大學畢業時，覺
得自己並未有足夠經驗及資歷開辦
自己一直夢想的音樂學院，但一直
為圓夢作準備。

創業不易 每細節做到最好
然而創業的想法，由萌生到落

地，中間必然存在落差。「真正着
手創業才知道，創業並不是這麼容
易。」兩人拿出全部積蓄投到公
司，「想在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細
節都做到最好，但我們畢竟好多方

面都沒有經驗，很多時感到彷
徨。」
對於創業，兩姊妹完全由頭學起，

黃宇恆說，以往當打工仔，雖然每日
都好忙，但多時只需具體負責某一項
工作，真正放工後亦能暫時擺脫工
作，放鬆自己。「但現時創業，一日
到晚都有好多好多嘢做，每分每秒都
想為公司找到新的機遇，覺得每天的
時間都不夠用。」
黃宇弘亦表示，現時幾乎24小時

工作，雖然累，但很開心。「有日
有家長帶學生上來試堂，家長說原
本小朋友並不鍾意學音樂，但上完
堂後，小朋友很開心表示鍾意在這
裡學音樂。」黃宇弘說，當聽到學
員的反饋後，感覺「一切辛苦都值
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上月尾開學 獲40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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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恆■黃宇弘 ■「萬音天地」接待區。

■梁偉明相信教育講求良法，經常到湖南親自示範。
■高鐵從班次到價錢都富吸引力，成為梁偉明
北上首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