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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墟市節 凝聚社區情
手作農產買賣不拘小節 檔主盼百花齊放促和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北區具

深厚的墟市文化，除了早前被發展局納入

新一期活化歷史建築計劃的粉嶺聯和墟

外，上水石湖墟亦有新發展。北區墟市聯

席昨午首辦「北區墟市節」，讓30多檔

手作人及農友與市民分享成果。多名檔主

均認為，上水不只是賣水貨，也有很多特

色及自家製產品，期望可以透過墟市關顧

區內需求，甚至是重建社區聯繫，令社區

更有人情味。

北區墟市節
日期

時間

地點

特色

資料來源：北區墟市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9月10日、17日、24日及10月5日

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

上水石湖墟臨時農產品批發市場農產品分銷點（石湖
墟天光墟）

墟市

講座

工作坊

本地農產品、自家製手工藝品、乾貨、小食

香港農業述略、墟市與社區經濟如何共生共
榮及墟市政策論壇

糖畫、線面、雪花畫、布藝花配飾、手縫皮
製書籤等

「北區墟市節」試驗計劃在石湖墟臨時農產品
批發市場農產品分銷點（石湖墟天光

墟）舉行，合共有4天，分別是昨日、9月17
日、9月24日及10月5日，除了出售手作及農作
品外，更有社區導賞團及工作坊等。
北區墟市聯席發言人彭靖珊指，墟市不但可以

扶助社區小店及發展社區經濟，更可以由下而上
推動政府重新審視自家生產的相關政策。她期
望未來可設長遠而定期的社區墟市活動。

扶小店助尋寶達雙贏
自製肥皂及沐浴液的Affinity Handmade負責
人Sharon表示，她本身也是居於北區，眼見上水
愈來愈多水貨客，部分小商戶或特色產品愈來愈
少，期望透過今次擺檔，讓大眾到場尋寶並增加
社區凝聚力，「找回當年上水舊式生活及社區的
人情味。」她認為，港人近期對墟市深感興趣，
期望有關的墟市可以愈開愈多，扶助社區小店之
餘，更讓市民能找到特色產品，大家雙贏。
退休車衣女工何姨3年前開設「共融布藝」，出
售不同款式的布袋，價格由10元至100元不等，

她表示，曾在不同市集及墟市擺檔，認為會吸引
不同階層人士到場，「有中產會走入墟市尋寶，
不要以為墟市只是基層人士才會到」，曾在4月深
水埗的市集中，一日內賺到600元至700元，反應
不錯。她續稱，每次製作時都使用不同布料，既
有本土特色又可以減少碎布浪費，期望日後各區
都多搞墟市，令社會氣氛轉好，達至和諧發展。
出售本地農作物的溢甜農莊負責人陳先生表

示，曾在東涌、元朗及粉嶺等地參與墟市，認為
各區人士對墟市的需求不同，如東涌居民有一定
的經濟能力，他們到墟市想找健康食品及特色產
品，元朗居民則較着重環保，北區居民則人情味
較重。他續稱，有人向他稱粟米10元1根很貴，
街市只是10元3根，「但他們看不到背後的農藥
及化學品有多少」，期望藉此向大眾講解本地農
作物的好處，關注食物安全。

北 區 墟
市 聯 席 發

言人彭靖珊表示，今次試驗計
劃算是幾經波折，因為建議書
分別要經過區議會、食物環境
衛生署、民政事務署等多個部
門不停協調才能推行，形容
「大家都是首次做，很多步驟
也是慢慢摸索出來」。她續
稱，試驗計劃後墟市將如何發
展仍是問號，建議政府可以組
織「墟市專責小組」，協助各
區發展墟市。
在2015年3月，由食環署

於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
公佈《小販管理建議》中，鼓
勵各區以地區主導、由下而
上、 並獲得社區人士支持的
原則來發展社區墟市， 以滿
足社區不同的需要，透過運用
閒置空間以達至激活社區經
濟。
彭靖珊稱，他們在去年9月

起開始準備，先向區議會地區
小型工程及環境改善委員會遞
交建議書，但因為舉行地點是
由食環署負責管理，而用地是
由地政署負責，形容當時大家
也不清楚程序要求。及後食環

署告知要先獲區議會通過及不
會影響公眾食物安全和環境衛
生，並要提供墟市規劃地圖及
財政預算等。
她認為，此等程序或會令

有心發展墟市的小檔主卻步，
期望當局組織「墟市專責小
組」，協助各區發展墟市。

讚政府持積極態度
不過她稱，今次先導計劃

成功表明政府對由下而上的具
體墟市建議持積極態度，並指
今次計劃將收集區內有關營辦
地區墟市所需數據為目標，並
在場內外向區內街坊派發問卷
收集意見，為未來發展區內墟
市作準備。
北區墟市聯席由聖雅各福

群會社區經濟發展互助計劃
「土作·時分」、 聯區小販
發展平台、健康行動、土地教
育基金、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
服務中心、木棉教育及社區發
展陣線等組成。聯席自2014
年起於上水及粉嶺借用上水石
湖墟新功街及粉嶺聯和市場舉
辦近15次墟市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下月施政報告
將公佈「港人首置上車盤」詳情，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成員、測量師學會前會長劉振江昨日表
示，上車盤是協助收入已超出白表上限、有置
業需要的家庭，定位介乎居屋與私樓之間，因
此申請人資格不應與居屋重疊，建議以白表的
月入5.2萬元為下限，設2萬元收入區間，將上
限設於7.2萬元。另外，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
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並沒有預設立場，政府
亦沒有「指導思想」，強調政府不可能為個別
發展商打拚。

月入限5.2萬至7.2萬
劉振江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若以公私營合

作模式興建首置盤，優點是可由地產商提供現
成房屋用地，變相開拓新的土地來源。他建議
公私營比例為五比五，私樓及上車盤各佔一
半，建議售價介乎居屋與私樓之間。
至於轉售限制，劉振江認為購買首置的家庭

除了有經濟能力外，一般較為年輕，家庭人口
可能因生育而增加，因應就業及就學對居住地
區要求會有變化。因此，轉售限制方面應更具
彈性及選擇，建議購入後禁售期限短過居屋的
5年。他並指當局應再仔細研究是否會由政府
買回單位，抑或容許私人轉售。

黃偉綸：政府歡迎民間意見
黃偉綸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專責小組中的

成員以個人身份參與，不會出現政黨或政府主
導討論的情況，並歡迎民間團體的意見，政府
絕對會聽不同聲音。
他又指，政府現無計劃發展全部郊野公園，
現時房協研究發展的邊陲地帶，只佔郊野公園
面積的千分之一。
政府日前公開部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利益申

報，當中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與家人持有新界一
間村屋及一片農地的繼承權。黃偉綸表示，據了
解，相關農地並非由廖振新購入，而是繼承先父
的遺產，當中涉及1萬呎農地的六分之一。
他指，該農地由廖振新6兄弟姊妹瓜分，每
人分獲千多呎，由於對方現時仍在辦理遺產繼
承，暫不能買賣，又提到對方未正式擁有該農
地已作申報，是更謹慎處理。
他說政府有完備的申報機制，將來決策時如

有需要，便會避席，不會有大問題。

中 環 摩
天輪新舊
營辦商早

前達成協議，避免拆卸重建。發展局
局長黃偉綸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政府樂見新舊營辦商達成共識，
並正進行交接，只要收到新營辦商提
交牌照申請便會審批，相信不用半年
時間摩天輪便可重開。他指新營辦商
的短期租約3年後完結，屆時中環灣
仔繞道及港鐵沙中線的工程亦陸續完
成，政府可取回有關工地，以一併規
劃2020年後的發展。
黃偉綸說，中環摩天輪上月突然暫

停營運，政府最初回應較為中性，因

當時得知新舊營辦商仍在談判，不希
望對任何一方有批評態度，令談判觸
礁，因此作出較中性的回應，亦不會
用公權迫其中一方作任何讓步，希望
尊重投標機制。他承認當日未有及時
通知市民，因此日後在溝通上需要更
留神。
黃偉綸表示，目前中環海濱的長遠

規劃內並沒有摩天輪，希望透過今次
公眾對摩天輪的關注，若社會有清楚
聲音認為中環要有摩天輪，可再進一
步考慮。他指中環灣仔繞道及港鐵沙
中線的工程將於2020年陸續完成，
社會仍有數年時間可作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摩天輪納海濱長遠規劃有得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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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及區議員等到場主持開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北區墟市節」試驗計劃在石湖墟天光墟舉行，除了出售手作及農作品外，更有社區導賞團及工
作坊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市民選購特產市民選購特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檔主Sharon盼「找回當年上水舊式生活及社
區的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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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石湖墟昨日搖身一變成為墟市，
附近街坊、退休長者和年輕人都可以擺
賣自製的產品，甚至有家住港島的市民
也特意來到上水光顧，體驗墟市內人與
人之間更緊密的關係。這次墟市作為北
區墟市的試點，將在本月及下月共舉行
4次。近年社會上一直有要求政府復設
墟市的呼聲，當局亦廣納民意，以正面
態度開展試點，只要管理得當、揚長避
短，此舉將不失為一項可突出各區特
色，活躍地區經濟，帶動旅遊發展的良
好政策措施。

墟市是香港本地傳統之一，一般指因
地區生活所需而設、由民間自行發展的
市場，方為之墟市，過往香港共有17個
不同大小墟市。不過隨香港社會的發
展，大型商場和購物中心逐漸取代了墟
市，政府也不再發出小販牌照。在集團
化經營的大潮之下，小攤小販日趨式
微，但卻不會完全消失，亦無必要徹底
退出市場。事實上，本港現在仍有墟
市，一年一度的年宵花市，其實就是傳
統墟市。大家亦不難發現，每年春節前
後，各區都會有人在街道上擺攤，執法
人員對此「隻眼開隻眼閉」，可算是一
種默契下存在的短期墟市。但社會近年
的確出現一種呼聲，呼籲重新允許設立

常態化的定期墟市。早前再有油尖旺區
議員提出今年聖誕節和明年農曆新春期
間在旺角開設墟市，食環署的回應亦頗
為積極，表示正評估選址。

從本次上水墟市的實驗來看，開設墟市
只要選址合理、規管有道，避免衍生交通
阻塞和衛生憂慮，讓小販在既定範圍內按
照安全準則經營，加上採取有效的措施管
好人流、噪音及環境衛生，就不會對居民
造成太大滋擾，如此一來，設立墟市容許
小販擺賣，既符合消費者趁墟心態，促進
庶民經濟，提供謀生途徑，又可以保留和
激活本土文化，甚至吸引遊客觀光，成為
別有特色的文化項目和旅遊項目。台灣的
夜市蜚聲國際，泰國的夜市遠近馳名，韓
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亦有類似的旅遊
熱點。據台灣觀光局統計，70%的赴台
遊客把夜市列入行程，為當地旅遊業帶來
可觀收入。

總之，只要管理得當，確保環境衛生
以及不造成對附近居民的滋擾，當局此
項做法值得支持。假如試點效果良好，
小販能夠在有規有管的環境經營，當局
可探討日後進一步常規化，容許小販透
過正規渠道申請經營權，每逢大時大節
甚至每星期兩三晚設立墟市，讓墟市這
項本地傳統文化特色進一步發揚光大。

復設常態墟市 活躍地區經濟
中文大學前學生會會長周豎峰日前用侮辱中華民族及國家

的語言辱罵同學之行徑，激起校內外的強烈譴責，人神共
憤。中大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發出公開信，強烈譴責這一粗
暴惡劣的行為，指出院方和大學學生紀律委員會正進行調
查，必定會作出公正公平的裁決。社會人士普遍支持院方的
這一做法，強調校園不能成為藏污納垢之地，必須對「港
獨」以及侮辱國家民族的不當言行進行嚴肅處理，必須令當
事人深刻反省錯誤言行，從而讓學生樹立正確的國家及民族
觀念，方能盡到大學教育的基本職責。

周豎峰日前竟然用「支那人」一詞辱罵同學事件，引起
了校園內外的強烈反應，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大學當局要嚴
肅處理這種辱國辱華言行。中大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在前
日發出公開信，嚴厲譴責周豎峰「以粗言穢語辱罵內地同
學和以不當語言侮辱國人，行為粗暴惡劣」。公開信指，
周豎峰其後在FACEBOOK上，引用新亞先賢錢穆和唐君
毅的言論開脫罪責，實為引喻失義，對此表示深感痛心。
公開信對錯誤言行的批評是義正辭嚴，對學生的教誨是苦
口婆心，既反映出院方對這種錯誤言論絕不姑息的原則立
場，也體現出教育者盼望學生改過的一片苦心。許多社會
人士都支持院方的做法，強調大學教育當局必須明辨是
非，不能讓錯誤的言行氾濫，更不能讓莘莘學子受到錯誤
的觀念荼毒。

的確，作為正在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尊重自己的
國家和民族，是首要之舉，如果連自己的國民身份都不認
同，連自己的民族都不尊重，還談何未來能夠對香港社會有
所貢獻。眾所周知，「支那人」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時期，
對中國人的蔑稱，屬於侮辱自己民族的用語，是絕對必須禁

用的。去年梁游在立法會宣誓儀式上，用這些語句來辱華播
「獨」，就被法庭依法判處瀆誓，失去議員就任資格。可
是，周豎峰並沒有從中學習到正確的歷史觀念和知識，竟然
還是連續地使用這個卑劣的詞語來辱罵同學，顯示其國家民
族觀念的嚴重缺失以及基本道德觀念的淪喪。對此，大學當
局必須給予必要的懲處，令其深刻反省改過。如果還是執迷
不悟的話，就需要作出進一步的處分，以明辨是非並端正校
園之風。

需要指出的是，大學當局對此類惡劣行為進行處理，是非
常必要的，更是盡到大學教育職責的必要之舉。過去，由於
缺乏必要的國民教育等原因，部分大學生對中華民族的歷
史，對國家民族的發展歷程沒有全面而正確的認識，「港
獨」勢力也利用這一點，對思想尚未成熟的學生進行滲透和
灌輸，因而令到一些大學生的思想出現了許多糊塗甚至錯誤
的觀念，周豎峰的言行，就是典型的例子。還有，新亞書院
學生會也被少數錯誤思潮上腦的學生所挾持，還在多方質疑
院方的正確做法。對此，大學管理當局必須堅持原則，不能
對這些錯誤言行聽之任之，更不能被少數學生的錯誤言行所
左右。

教育領域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政府每年用於公共教育
的開支高達800多億元，佔政府總開支近20%，其中專上
教育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更增撥
50億元用於教育方面的經常性開支，顯示社會對教育界有
很高期望。因此，大學管理當局應肩負起教書育人的神聖職
責，既要採取適當的做法，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國民教育和中
華歷史文化教育；也要對少數學生存在的錯誤言行進行糾
正，才能讓校園成為培養社會有用之才和風清氣正之地。

公開信義正辭嚴 辱國言行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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