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渣馬嘉年華 免費析跑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以「萬人盆菜 寒冬送暖」為主題

昨日在全港舉辦馬拉松式的盛大盆菜宴，分別在港島、九龍、新界筵開3,080席盆菜

宴，招待全港超過30,000名潮籍鄉親共享「暖笠笠」的豐盛菜餚。此次「萬人盆

菜」共設總主場及3個分場，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潮總主席

陳幼南、監事會主席林建岳聯同多位政府高官、潮總首長出席總主場啟動禮，並在儀

式後與潮籍鄉親一起「起筷」，齊歎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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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歎盆菜 寒冬暖笠笠
林鄭何靖陳幼南林建岳出席 與3萬潮籍鄉親齊「起筷」

林鄭月娥在活動上笑指，自己雖非潮籍
人，但到達現場後也感到非常溫暖，

又強調自己和政府團隊對香港充滿信心和感
到樂觀，未來日子會愈來愈好。
去年10月施政報告中，她公佈了超過200
多項包括關愛社會的措施，將會在今年逐一
落實，冀建立一個關愛的社會。

新年大事多 盼港大發展
潮總主席陳幼南指，值此年終歲暮之際舉

行「萬人盆菜」敬老關愛活動，希望在新年
即將來臨的寒冷冬季，為廣大潮籍鄉親尤其
是潮籍長者送上節日溫暖和問候。
監事會主席林建岳說，2018年是一個重
要的年頭，今年有幾件對香港影響深遠的
事情，除了高鐵通車、「一地兩檢」、為
國歌法立法，隨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
大灣區與香港的關係將變得更重要更密
切，只有積極融入大灣區發展，才能帶動
香港發揮更大作用。

在啟動儀式後，林鄭月娥聯同多位政府
官員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陳肇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中
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等齊齊落座，
並與全場潮籍長者一起「起筷」，齊歎
「暖笠笠」盆菜。

義工進屋邨社區送福袋
此次潮總透過屬下香港區潮人聯會、九龍

東潮人聯會、九龍西潮人聯會及新界潮人總
會共同舉辦「萬人盆菜」活動，共設總主場
及3個分場。
最先啟動的總主場設在香港堅尼地城西

寧街足球場，包括港島東區和南區，共設
810席。
緊接啟動的是新界區，主場設於青衣體育

會球場，包括葵涌、元朗、荃灣、粉嶺等地
區，共開670席；其後是九龍東區，主場設
於觀塘翠屏邨翠櫻樓地下籃球場，包括翠

屏、啟寧、坪石、彩德、彩盈、順天、寶
達、秀茂坪、藍田等地區，共開1,000席；
最後是九龍西區，主場設於九龍城亞皆老街
遊樂場，包括油尖旺、深水埗等地區，共開
600席。
活動當日，潮總義工隊廣大義工也在多

位首長帶領下，深入屋邨及社區，為長
者及獨居老人等有需要人士送上豐富而
實惠的福袋，將關愛送到社區，將溫暖
送進萬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渣打香港馬拉松將於下周日(1月21
日)正式開鑼，大會昨日起一連兩
日於維園舉行馬拉松嘉年華，予
數萬位跑手領取跑手包外，亦設
有近30個攤位予跑手及公眾深入
了解馬拉松。有攤位讓跑手作免
費跑姿分析、核心力量評估和物
理治療諮詢等，物理治療師Kenny
表示，賽事尚餘一周，跑手應盡
量休息，勿過度練習令身體受傷
及增加負荷致影響表現。

醫療隊料不少700人
渣打香港馬拉松嘉年華昨午舉
行開幕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會長毛浩輯、
渣打銀行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行政
總裁及零售銀行業務行政總裁洪
丕正等人亦有出席。
毛浩輯表示，今屆賽事繼續獲
得本地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
的「M」品牌認可，同時再度得到
國際田聯認可為金級道路賽事。
他續指，今屆還增加公益名額令
更多參賽者為慈善而跑，支持受
惠的慈善機構。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于
豪表示，得知有跑手收不到跑手包
領取書，但未知受影響跑手的數
目，並指大會於賽後會進行檢討，
如研究會透過手機短訊、電郵、網
上平台查詢等方式，讓跑手能得知
報名及取跑手包的情況。
他續指，去屆賽事有人受傷甚至
死亡，今屆會相應增加醫療輔助隊
的人手，但暫時沒有實際數字，只
強調「不會比去年的700人少」，
又指今屆會繼續在起點作呼籲，提
醒跑手起跑時不要自拍。
嘉年華昨午吸引眾多跑手到場

領取跑手包，曾小姐與朋友梁小
姐齊齊到場取跑手包，今年首次
參與10公里賽事的梁小姐表示，
受到朋友曾小姐影響而參賽，最
近也有積極練習，期望能在1小時
內完成賽事，又笑說「我完成到
賽事都已經好開心。」曾小姐
說，她是第三年參加半馬賽事，
去年用2.5小時左右完成賽事，期
望今年能跑快6至10分鐘，以突
破自己。
溫太今年是第四年參與10公里

賽事，她表示，之前與丈夫一起
跑，但今年只得她成功抽籤，只
好自己去跑，又指今次是生育後
再參賽，期望在1小時內完成賽
事。溫先生表示，渣打馬拉松讓
港人一齊在東區走廊跑步，對他
甚至是整個家庭來說是好事，期
望下屆能一家三口齊齊跑。

姿勢用力不當易受傷
場內各攤位都有長長人龍等

候，其中一個便是理工大學康復
治療科學系，讓跑手作免費跑姿
分析、核心力量評估和物理治療
諮詢等。物理治療師 Kenny 表
示，部分港人因後腳跟先落地且
用力不當，而令膝蓋受傷及感到
疼痛，而跑姿分析有助他們了解
自身情況及作出調整。
他續指，因跑步而下肢受傷可

能與身體柔軟度及下肢關節對位
排列不良有關，建議跑手可檢測
大腿後肌及腰背的柔軟度等。他
又認為，賽事尚餘一周，跑手應
盡量休息，勿過度練習令身體受
傷及增加負荷致影響表現。
渣打香港馬拉松嘉年華於1月13

日至14日，由早上9時半至晚上7
時正於維園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房屋
協會將於今年4月1日起調升轄下20個出
租屋邨共3.2萬多個單位的租金8%。房協
物業管理總監葉錦誠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表示，房協需自負盈虧，若將屋邨營運的
支出全部轉嫁給租戶，加幅將超過10%，
因此即使加租8%，未來5年仍有虧損，需
靠出租商舖和車位，及物業發展等項目，
以補貼屋邨營運。
新租金將維持兩年，但之後會否繼續加

租？葉錦誠坦言無水晶球預測，屆時將按房
協支出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另行計算，但已推
出租金援助措施，協助經濟有困難的住戶。
房協轄下有多個老屋邨，其中10條屋邨

樓齡超過40年，包括筲箕灣明華大廈、香
港仔漁光村及觀塘花園大廈等。他說，房

協目前管理屋邨最大挑戰是「雙老」，即
樓宇及住戶老化，8萬多名居民中，有3.2
萬名超過65歲，因此房協正不斷改善設
施，如增設電梯。不過，重建屋邨涉款數
百億元，他指需要妥善理財，以免重建時
欠缺數以十億元計的資金。
此外，重建的最大問題是覓地安置居

民。葉錦誠表示，明華大廈項目涉及首期
重建的兩幢，預計未來兩年入伙。由於重
建需要首先覓地興建新大廈，接收受影響
居民，再拆卸舊的樓宇，故以螞蟻搬家的
方式逐步進行。
至於房協9月亦會同時推出富戶政策，

他表示，房協的理念是公平分配公屋資
源，但未能評估回收單位數目，因為房協
並無住戶入息及資產的資料。

近年跑步風氣旺盛帶動跑步
及釘鞋生意，每名港人擁有兩
對跑鞋或者是常事，不過非洲

跑手要買一對跑鞋可說是「難過登天」。香港業
餘田徑總會今年與國際田聯轄下的非洲會員國「貝
寧田徑總會」，合辦二手釘鞋及跑鞋回收計劃，
透過向本港運動員、市民及相關機構收集合共約
6,000對釘鞋及跑鞋，再經海路運至非洲貝寧
(BENIN)當地，轉贈有需要的非洲運動員，協助
當地田徑發展。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于豪表示，有
執委早前出席國際田聯的會議，得知非洲貝寧田
徑總會有相關需要，經過多番溝通及協調後便設
立計劃，從去年12月起正式收集二手釘鞋及跑
鞋，當中有本港運動員、市民及贊助商的捐獻，
最後亦期望透過渣打馬拉松嘉年華收集，再運至
非洲貝寧(BENIN)當地。他表示，如計劃進度及
反應良好，期望下年可以繼續計劃。
貝寧田徑總會主席Vierin A Degon指，在非洲
很難找到及買到跑鞋，但他們很需要跑鞋去保護
雙腳，今次打算收集合共約6,000對釘鞋及跑鞋，
再轉贈貝寧田徑總會舉辦的田徑賽事、當地舉行
的長跑賽事「Le Tour Pedestre des Collines」及
貝寧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等。
市民欲捐鞋要留意多個事項，包括捐贈前要
預先進行清潔，也不要捐贈鞋底開口的跑鞋、
行山鞋、 平底運動鞋、多孔便利鞋、高筒球
鞋、皮鞋、硬底輕便鞋、有踭運動型輕便鞋等
非跑步及田徑場上穿的運動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二手鞋回收 贈非洲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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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釘鞋回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訪問結果發現，千禧世代被外界低估其對職場
的投入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
防護中心早前宣佈本港踏入冬季流感
季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
出席活動後表示，過去數周本港流感
數字一直有上升趨勢，相信很快進入
高峰期，再次呼籲高危人士盡快接種
流感疫苗。她並指，現時急症室及內
科病房爆滿，一般市民若只是普通流
感及發燒，可以去私家醫生求診，而
無須到急症室。
陳肇始表示，急症室有人滿之患，
內科病房亦很多人，因本港面對人口
老化，當中不少人患有慢性疾病，以
致病人患上流感時出現併發症，需要
入院。她呼籲高危人士，尤其是長
者、小孩，或有長期病患人士，若還

未接種流感疫苗，希望盡快接種，因
預防一定是勝於治療。

指H5N6傳人風險極低
至於灣仔一間肉食公司的砧板及冰

鮮鴨表皮驗出含微量H5N6禽流感病
毒。陳肇始表示，在與專家開會後認
為H5N6禽流感傳染給人類的風險極
低，呼籲市民不用擔心。她強調現行
監察制度行之有效，會更加留意入口
及本地禽鳥的情況。
另外，對於青山醫院醫護「睇漏」

病人血糖讀數嚴重超標，病人最終不
治，陳肇始說，食衛局關注事件，希
望醫管局更加留意現行機制及流程，
亦相信有可改善之處。

流感快入高峰期 陳肇始籲速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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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
饒）社會不時標籤年輕一代為
「不願捱苦」、「愛好玩樂」、
「我行我素」，經常轉換工作。
有團體就青年職場取向進行調
查，結果顯示，千禧世代（1981
至2000年出生的人）被低估對職
場的投入程度，接近一半千禧世
代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忱，惟僅
32%較年長人士（1980年或以前
出生）認同。不過，千禧世代較
年長人士更樂於尋求新機會，僅
約兩成千禧世代表示沒有主動尋
求其他工作機會，而非千禧世代
則有約三成。
學生組織AIESEC於上月13日

至20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1,000
名18至54歲僱員，了解其職場取
向及對千禧世代的看法。受訪者
中，千禧世代佔49%，非千禧世
代佔51%。結果發現，千禧世代
被外界低估其對職場的投入度，
38%千禧世代表示自豪地跟他人
談及其公司，而於年長的一代眼
中僅28%；32%千禧世代認為對
公司充滿歸屬感，惟只有24%的
年長人士認同。
調查又指出，接近一半的千禧

世代僱員（48%）認為有動力去
做好工作，45%認為其工作超額
完成。惟於年長僱員心中則分別
僅得32%及27%。可見非千禧世
代往往低估年輕人對工作的投
入，而千禧世代則認為自己為工
作付出很多。

逾八成主動覓新工作
不過，於尋找新機會及轉職方

面，千禧世代較年長人士更為積
極。調查指出，逾81%的千禧世
代表示主動或開放地尋找新工

作，而較年長人士則僅67%。值得關注的
是，僅19%的千禧世代打算於可見的未來
繼續服務同一間公司，相反較年長的則有
33%。問及加入現職公司的原因，千禧世
代傾向考慮個人的發展前景（55%），較
年長僱員僅43%。
出席活動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表

示，千禧世代較上一代於工作上擁有較多選
擇，自然傾向嘗試新事物，不認為此舉有問
題，並呼籲年輕人應多接觸新事物及不同經
歷，才能找出自己心中所需。他又說，僱主
與年輕僱員的期望有落差，企業需要抱有開
放的思維才能挽留人才。

房協加租8% 料5年仍虧損

■有攤位讓跑手作免費跑姿分
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在全港舉辦「萬人盆菜寒冬送暖」敬老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林鄭與鄉親歎盆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賓主主持賓主主持「「萬人盆菜萬人盆菜寒冬送暖寒冬送暖」」總主總主
場啟動禮場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渣打馬拉松嘉年華昨日起一連兩日在維園舉行，不少跑手在跑手
牆尋找自己的名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