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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盼特首 團結拚經濟
禮賓府開放日 人潮簇擁林鄭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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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午4時現身，在禮賓府花園
及新改成的休憩空間與市民會面。

沿途有大批市民圍觀及拍照，有市民擠進
人牆與她合影，林鄭一一滿足要求，令這
些市民開心不已。而一些擠不進人牆的市
民則在旁大聲對林鄭道：「祝福妳！」
「特首加油！」

安慰受驚女孩 林鄭感動市民
其間有小孩因人多擠擁而受驚嚇，林鄭

月娥停下慰問及拍拍她的肩膀。受驚嚇女
孩的父親張先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林
鄭月娥看到有不少人想擠進來，剛好看到
女兒受到驚嚇，故停下慰問她，「今次事
件看到她好關心小朋友」 ，懂得關懷弱
勢。張先生又指，林鄭月娥在做事上很有

智慧，看到她是真心為香港服務，直言
「是香港之福！」
蕭生蕭太一家本打算昨日到山頂遊玩，

當得知禮賓府開放故到場參觀，怎料能與
林鄭月娥近距離合照及握手，直言「喜出
望外」，期望未來她為民生多做事，為港
人多謀福祉。蕭太表示，覺得林太很和藹
可親，「真人同電視看的感覺差不多」，
又指今次是首次到禮賓府參觀，覺得比想
像中宏偉及美觀，印象最深的是庭園以花
盆設計的動物及人物形態，很有氣氛。

林鄭幹練有為 市民讚做到事
至於奮力擠進人牆，以手機自拍與特首

一起行走短片的黃女士表示，很高興拍到
短片，並說她是因支持林鄭月娥，特意到

禮賓府等她出現。她通過香港文匯報寄語
特首「慢慢來」，「要團結香港人的事是
急不來的」，認為林鄭月娥可以做到事。
黃女士又指，香港在林鄭的帶領下可以發
展得更好，期望經濟愈來愈好，市民生活
愈來愈好。
亦有市民擠入人群向林鄭月娥反映，希

望政府盡快落實退休保障和上車盤等政
策。
從新界特意到港島禮賓府參觀的馮小姐

表示，雖然沒有機會與特首握手及拍照，
但覺得她很親民及願意聽取市民意見，期
望她未來繼續努力為市民服務，並笑說
「最深印象是她的中式旗袍」。她續指，
庭園有很多款的花草，讓她大開眼界，
「也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禮賓府
昨 晨 10

時至下午5時開放予公眾人
士到場參觀，逾百名市民於
早上8時許已到場等候。排
首位的陳婆婆表示，在7時
半已到禮賓府門口等候，並
指在曾蔭權及梁振英擔任特
首的年代已來過，而今次再
來除了欣賞府內花草外，也
想見見特首林鄭月娥。有北
京旅客特意買機票來港入府
觀賞，了解禮賓府歷史及建
築文化，期望禮賓府日後能
固定開放。
與女兒一起到禮賓府賞花

的張小姐表示，最喜歡庭園
以花盤設計成動物及人物的
擺設，覺得設計很新穎。被
問到她如何看林鄭月娥，張
小姐說她是一個很有特色的
女特首，不但堅持自己的想
法，亦能展現女性如何在社
會出一分力，不一定只是做
男人背後的女人。

帶女兒來了解歷史
同樣帶女兒前來的林小姐

則表示，今次是第二次到禮
賓府參觀，是希望讓女兒看
到禮賓府內部是如何，增加
她對歷史的認知。

新主人細節更用心
從湖南來港定居近1年的

鄧小姐，亦與家人一起到
場。她表示，今次之行想看
「特首的家與普通人的有何
分別」，發現宴會廳以前的
桌子是長方形，但在後期改
為圓形，以配合中國人的圍
着一起吃飯的文化；會面室
的沙發亦由大轉小，拉近主
賓距離，覺得「是在細節上
更用心」，感覺這個家很大
方正氣，不奢華。她又認
為，林鄭月娥是很敬業及專
業，期望她未來能拉近本港
貧富懸殊的情況。
邱小姐與父親、老爺及兩

名孖仔到場，她表示，昨早
9時已到場排隊，內部花草
及建築物沒讓她失望，與孖

仔拍了很多照片，很開心。

多內地客專程觀賞
除了本地市民到訪禮賓府外，不少內

地旅客亦特意到訪。從上海來港旅遊多
日的陳小姐表示，得知昨日禮賓府開
放，故到場觀賞及了解香港歷史文化，
形容感覺不錯。
從北京來港的云小姐直言，來港是特意

來禮賓府參觀，但認為政府公佈開放日子
的時間太短，期望下次可以提早公佈讓她
好作準備。她續指，今次參觀了解到禮賓
府建築文化，覺得不錯，期望日後能固定
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昨日首

次開放禮賓府予公眾人士參觀，

共吸引4,520人到場。林鄭月娥今

次不穿「個人ICON」旗袍，反而穿

上親民的藍色運動套裝，在新改

建成的休憩空間與市民拍照留

念，及近距離交談。有市民原定

帶小孩到山頂遊玩，但知道禮賓

府開放故到場參觀，怎料能與林

鄭月娥近距離合照及握手，直言

「喜出望外」，又認為她是一個很

親民及愛錫小孩的女特首，期望

未來她為民生多做事，為港人多

謀福祉。有市民擠進人牆為與特

首留影，並寄語：「團結香港人、

齊心發展經濟就要靠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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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賓府過去稱為

總督府，始建於
1851年10月，但工程進度緩慢，歷時
4年，於1855年10月才竣工。香港回
歸後，1999年易名為禮賓府，作為行
政長官的官邸。
現時為法定古蹟，受《古物及古蹟條

例》保護。其主樓建築外形典雅，既富
新古典建築風格的華麗氣派，又略帶熱
帶格調。
自1968年起首次開放以來，每次都

吸引很多市民和遊客前來參觀。禮賓府
現時每年開放兩次，市民免費入場。尤
其每逢杜鵑花盛開時舉行的開放日更是
盛事，參觀者除可飽覽滿園春色，還可
欣賞糅合了東西方文化精粹的建築設
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市民到禮賓府除了可以參
觀特首在禮賓府舉行官式活
動和接待賓客的地方外，亦
可以觀賞逾40種花卉樹木，
如非洲鳳仙、天使花、茶
花、擎天鳳梨及馬蹄蘭等，
這些都吸引不少市民舉起手

機及相機拍照留念。此外，今次
更是首次開放由網球場改裝而成
的休憩空間，不少市民都在內休
憩及留影一番。
林鄭月娥早前表示，官邸的
新裝修費用中，有98萬元用於
改裝禮賓府旁邊一個網球場，
進行綠化工程並改建成休憩空

間，讓市民有多一個地方拍
照。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現場
所見，不少市民走遍禮賓府
後，都在休憩空間稍作小休，
一網之隔則有香港警察樂隊吹
奏歌曲，包括聖誕歌曲。
除此以外，今次禮賓府遊覽

路線沿途會放置二維條碼展板
介紹禮賓府的歷史、建築特色
和珍貴時刻，市民在參觀時可
利用手提電話讀取二維碼來瀏
覽禮賓府及花卉的資料。有不
少市民都利用二維碼，以創新
方式遊走禮賓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
市民都特意前往參觀禮賓府，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亦有現身與眾同樂。她的face-
book專頁前日分享一條短片，原來林太
率先在開放日的前一天，親自接待了一
班到訪的「老友記」，讓這群VIP先睹
為快。
林太前日邀請了來自不同地區長者中
心的長者到禮賓府參觀。片段中可見，
一班公公婆婆到處駐足拍照，包括以鮮
花 堆 砌 而 成 的 「GOVERNMENT

HOUSE」地標、噴水池、門廳等，記錄
下美好的時光。
其後，作為主人翁的林太親自到小花

園與一眾VIP見面，大家都顯得十分興
奮，紛紛拍掌表示歡迎。當中，一位婆
婆激動地握起林太的手，邀請她坐到其
旁邊的位置，林太隨即坐下向各位問
好，傾聽他們的意見。
林太又與大家拍照留念，並與大家一

一握手，亦有人向她拍拍肩膊打打氣。
該小花園原是一個網球場，林鄭月娥

入住禮賓府後方把它改建。她在facebook
中笑言：「我喺由網球場改建嘅細花園
同佢哋（長者們）坐吓傾吓偈，睇嚟大
家對我嘅心思都幾滿意。」

相約明年杜鵑花開再相聚
林太昨晚亦在facebook發佈了昨日禮賓

府開放的片段，她說：「禮賓府開放
日，十分熱鬧。我都趁機會同市民近距
離接觸，同佢哋傾吓偈同影吓相。」她
呼籲昨日曾和她合照的市民，在facebook

上的相片中標記她，讓她也可以看到相
片，又指：「明年杜鵑花盛開時再歡迎
大家嚟禮賓府參觀遊玩！」

提前接待「老友記」遊府

網球場改建市民休憩空間

百年總督府
回歸後易名

■■昨日是林鄭月娥擔任行政長官後首個禮昨日是林鄭月娥擔任行政長官後首個禮
賓府開放日賓府開放日，，林鄭走入前來參觀的人群中林鄭走入前來參觀的人群中
互動交流互動交流，，民眾爭相與她合影留念民眾爭相與她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安慰受驚嚇欲哭的女孩，令女孩父
親十分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蕭生蕭太表示能與林鄭握手合照「喜出望
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在禮賓府開放日前一天，林鄭月娥先接
待了一班「老友記」遊府觀賞。 林鄭fb圖片

■排首位的陳婆婆直
言想見特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攝

■邱小姐帶兩名孖仔參觀長見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上海來的陳小姐
(左)與親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張小姐帶女兒到禮賓府賞花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禮賓府旁邊一個網球場改建成休憩空間，讓市民有多一個地方拍
照小休。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小童在禮賓府小童在禮賓府
草地盡情玩耍草地盡情玩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