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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之珠」香港回歸祖國已經超過20
年了。回歸後香港的變與不變，是不少人
熱衷談論的話題。我從事涉港工作 30 餘
年，選取一些生活細節來行使一下自己的
「發言權」。

回歸前我曾來過香港，那時沒幾個人
聽得懂普通話，問路、購物、下飯館，
多是被禮貌地搖頭，偶爾蹦出的個別英
語單詞比普通話還管用。而如今，無論
大街上或者商場裡，無論巴士上還是餐
廳裡，普通話暢行無阻。尤其是購物，
你若是內地旅客，一進商店，服務員就
會根據你的裝扮用普通話跟你打招呼；
即使你沒有消費，臨出門時，服務員也
會微笑說一句「歡迎下次光臨」，讓你
有了「上帝」的感覺。

現在每年來香港的內地旅客達4,000多萬

人次，比回歸前增加了數十倍，佔訪港旅
客總數近八成，是香港旅遊業名副其實的
支柱客源。與此同時，港人對內地也從不
了解到熟知。過去港人回內地多是探親，
現在港人回內地猶如家常便飯，許多人走
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目前有50多萬香港
人在內地就業或定居，累計有1.5萬名香港
學生在內地求學。

改變更多體現在兩地文化交流與合作
上。我們現在幾乎天天可欣賞到兩地合作
的演出、展覽，電影方面的合作更是十分
緊密。回歸前，印象中僅有《少林寺》等
合拍片；回歸後，兩地合拍片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這些年叫座又叫好的電影，如
《紅海行動》、《美人魚》、《湄公河行
動》、《智取威虎山》等都是香港與內地
電影人的合作成果，甚至連《建軍大業》
主旋律題材的影片，其導演也來自香港。
有統計顯示，現在每年約400部國產影片
中，超過八成是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

不變的感受也是多方面的。回歸以來，
這個東方大都市依然向世人呈現着無與倫
比的魅力，尤其是那現代與古老的視覺盛
宴，讓我百看不厭。維多利亞港兩岸，摩
天大樓林立，窄窄的街道上卻行駛着迄今
有114年歷史的電車，與雙層巴士、豪華轎
車各行其道。在碧波蕩漾的維多利亞港，
除了高大郵輪、飛翼快船外，還慢慢穿行
着小小的渡輪，這一海上交通工具已經有
130年的歷史。看着這些現代與古老完美交
織的場景，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無論你是多少次來到香港，甚至是土生土
長的香港人，都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和拍
攝慾望。

我曾多次向內地人介紹並稱道的是香港
處處體現的人性化服務。記得回歸前來港
時，對香港公共巴士上特設的「優先座」
印象深刻，這些紅色座椅是「長者、孕
婦、抱嬰孩者及行動不便人士」專座，被
港人稱為「關愛座」。我曾看到車廂內站

立者眾多，但那些座椅依然空着，直到上
來老人。當然，這一細節目前在內地許多
城市均已可見。時下在香港，這種關愛場
景十分普遍，如果那些座椅上坐了不該坐
的人，會引起同車人的非議，甚至還被PO
上網「公審」。更有一個細節值得點讚：
每輛巴士上均有一個輪椅斜板，專為殘障
人士提供服務。當有輪椅乘客要上下車，
司機都要專門下車鋪好斜板，車廂中部均
留有輪椅位置。我每每看到此情此景，內
心都會油然而生感動，同車乘客也沒有任
何怨言。

香港住宅的物業管理讓人倍感舒服。無
論是高檔豪宅，還是陳舊老樓，其底層的
物業處24小時有人值守，值班者每隔兩三
小時就要巡樓一次。臨時寄放東西或打聽
事情，值班人員都會熱情服務。各樓層樓
梯處的垃圾從不過夜。公共區域的照明總
是通明。

香港擁有全球最棒的郊野公園，全港劃

定的郊野公園及特別保護地區多達35處，
約佔香港半數的土地面積。既有風光旖旎
的海岸公園，也有鬱鬱葱葱的山林景點；
既有設計好的爬山遠足路線，也有可供燒
烤露營的休閒場所。郊野公園不僅是市民
經常光顧的地方，更成為我們這些「港漂
族」周末假期的最佳去處。

從生活細節品味香港
宣文部 李海堂

■香港的街道上行駛着有114年歷史的電
車，與雙層巴士、豪華轎車各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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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高俊威）黑
臉琵鷺屬瀕危鳥
類，香港觀鳥會統
計今年全球黑臉琵
鷺數目，結果錄得
與去年相同的3,941
隻。香港觀鳥會研
究經理余日東指
出，雖然整體數字
未有顯示黑臉琵鷺
受進一步威脅，惟
按地區數字比較，在本港的黑臉琵鷺數目
比去年減少25隻，估計與濕地質素下降、
泥灘面積減少以及人為非法捕捉有關。
由香港觀鳥會統籌的「黑臉琵鷺全球同步

普查2018」，已於今年1月完成，統計結果
與去年一樣，錄得3,941隻。整體數字未有
顯示黑臉琵鷺受進一步威脅。

后海灣濕地正萎縮
惟他指出，在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后海灣所

錄得的黑臉琵鷺數字，卻反覆向下，今年只
錄得350隻，比去年少25隻，反映在后海灣
一帶適合黑臉琵鷺棲息及覓食的濕地正在萎
縮。
余日東相信，這是由於后海灣的濕地質素

下降，不能為經過長途飛行後的黑臉琵鷺提
供補給，因而牠們放棄來港度冬。
他又指，黑臉琵鷺以魚為主食，牠們於冬

季來到后海灣一帶泥灘及魚塘棲息和覓食，
但隨着深圳后海灣及新界西北不斷發展，黑
臉琵鷺在后海灣的棲息地受到不同程度破
壞，當中以填海造成的問題最為深遠。

后海灣處於河口下游出海口位置，有持續
的堆積物供應，加上紅樹林生長迅速，皆使
泥灘的面積萎縮，黑臉琵鷺的覓食地不斷縮
減。
觀鳥會呼籲有關部門，應盡早研究如何保

護如黑臉琵鷺這類瀕危鳥類的棲息地，並提
出保護濕地和水鳥的措施，令生態平衡得以
永續。
他又指，觀鳥會在過去兩年的冬季，共收

到6宗於后海灣一帶魚塘發現捕獸器的報
告，牽涉非法捕獸器15個，曾令黑臉琵鷺受
傷或死亡。
他表示，理解水鳥覓食或會影響漁民生

計，但非法使用捕獸器而危害動物生命絕不
能容忍，建議漁民採用合法與顧及安全的方
式驅趕雀鳥，以免傷及無辜生命。
他表示，觀鳥會已就非法捕獸器事件向漁

農自然護理署舉報，惟因證據不足，該署未
能採取進一步跟進行動。
他們建議漁護署增撥資源，加強巡邏，並

進行公眾教育，加強宣傳保護鳥類訊息及推
動動物友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鼓勵更
多香港基層兒童加入愛好寫作閱讀行
列，並藉此共同承諾以培養良好閱讀習
慣為理念，由《亞洲週刊》、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
辦，零傳媒協辦的「《少年，閱讀，悅
讀》新書發佈會暨悅讀嘉年華」日前於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共有逾400名嘉
賓、老師及學生參與。
自2015年起，四家主協辦機構於香港

書展期間共同舉辦兒童閱讀活動「我們
一起悅讀的日子」，包括去年邀請近
1,000名香港中小學生及32名內地小學生
參觀書展，其間安排來自兩岸三地6位作
家即場為學生講解寫作技巧，參加的學
生根據大會命題，即場書寫他們的文
章，其中200篇學生的優秀文章收錄為
《少年：閱讀，悅讀》一書出版，並已
於全港書店公開發售。

蔡德昇：書展活動分享心得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青委主席、活動

籌委會副主席蔡德昇表示，將於今年7月
19日及20日在香港書展內舉行「我們一
起悅讀的日子」活動，今年特別之處在
於將會迎來貴州及台灣的學生，給予兩
岸三地的學生一起分享閱讀心得的機
會，相信學生們在專業作家的指導下將
更進一步體會到寫作的樂趣。

梁俊傑盼樹立正確價值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活動籌委

會主席梁俊傑表示，將學生們的作品集結
成冊，能夠讓他們帶着成功感，迎接未來
的挑戰。
他希望學生們能在閱讀的過程中樹立正

確的價值觀，激發對未來的想像，挖掘寫
作的魅力。

楊潤雄勉多觀察多思考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致辭時則引用著名

文學家冰心的話：「多讀書，讀好書，
然後寫出自己的感想，這是寫好作文的
開始。」
他鼓勵學生們在提筆前要多閱讀不同

風格的作品，吸收技巧，多觀察、多思
考，才能寫出好的作品。他還表示，未
來會繼續和各所學校一起推廣閱讀，如
主題閱讀、跨課程閱讀等，聯合不同科
目之間的學習。
當日的嘉年華活動精心設計了數個攤

位遊戲，例如「廿四節氣知多少」、
「悅讀推理」、「時代計下數」、「尋
學記」等，主辦機構希望學生們在感受
答題闖關樂趣的同時，也能激發出對閱
讀及知識探索的興趣，加深學生對中國
歷史及香港歷史的認知。

■參加悅讀嘉年華的嘉賓、老師和學生們大合照。

■余日東指出，本港黑臉琵鷺數目
比去年減少25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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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昨日出席兩項公開活動
時，均有談及向市民派發4,000

元的問題。

會做好培訓 配套充足
他呼籲大家不用憂慮，因政府會用
以民為本、對申請者友善的方法，盡
量簡單、簡化、易明，希望能做到市
民只需在表格「剔剔剔」即可。
他提到，數年前政府派發6,000元
時，市民也需填寫表格並交到銀行，
故不是什麼都不用填、什麼表格都不
用做，這實在無可避免。不過，政府
會盡量將這些工作減到最少，不會令
市民感到煩擾。
他又透露，政府已做好硬件軟件及員
工培訓等工作，推出時定會有充足配
套。政府稍後會詳細交代申請方法，什

麼是在香港常住、中間有什麼條件，以
及行政費用多少等。
被問及新來港人士會否獲派4,000

元，張建宗指出，新來港人士來港定
居，故不會歧視他們，政府現在亦有
家庭津貼計劃，也鼓勵就業，他們剛
來港也可申請。

行政成本要看申請人數
陳茂波昨日則發表網誌表示，財政
預算案上月底發表後，社會有不少聲
音認為在共享成果方面的措施，覆蓋
面可以更闊。經細心聆聽和考慮市民
及不同政黨意見後，他上周公佈新關
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市民發放4,000
元。
他指出，據初步估計，合資格市民
人數約280萬，初步推算發放的金額

約110億元。相關工作將透過在職家
庭津貼辦事處執行，包括處理申請及
發放款項，爭取在明年2月或之前開
始接受申請。
由於這非政府現時恒常工作的一部

分，陳茂波表示，政府需提供額外辦
公空間、增聘人手及設立電腦系統等
以處理申請，現正全速進行相關工
作。至於計劃的行政成本，將取決於
實際申請人數，初步估計相關成本比
率約為計劃發放總金額的數個百分
點。

他強調，政府將盡最大努力減低相
關開支，也理解市民很關心自己和家
人能否符合申請資格，他們樂意回答
有關查詢，並務求盡量縮短申請時間
及盡快發放款項，為市民提供簡單妥
貼服務。
他又提到，在關愛共享計劃公佈

後，留意到社會上再次有聲音指政府
應努力改善醫療、房屋、社福、教育
等問題。政府十分認同提升有關服務
的重要性，這從來都是制定預算案的
目標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威）政府早前公佈新關愛共享計

劃，向合資格市民派發4,000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明，手續

會很簡單，希望做到市民只需在表格「剔剔剔」即可。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則指出，計劃的行政成本將取決於實際申請人數，初步

估計約為發放總金額的數個百分點，政府會盡最大努力減低相關

開支，並爭取在明年2月或之前開始接受市民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日前宣佈向合
資格市民派發4,000元津貼，並強調會盡量簡化程
序。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
自政府公佈方案後，民建聯的地區辦事處不斷收到
查詢，許多市民均希望知道「自己有無份」，促請
政府盡快設立熱線或網站供市民查詢細節。她並希
望政府簡化申請程序及盡快讓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於半年內獲發放津貼。
李慧琼指出，市民均希望4,000元津貼的申領程序
不應如交通津貼申請般繁複，盡量減少處理申請的
行政時間。她希望政府設立熱線，並透過地區民政
事務處及區議員解答市民疑問，將事情做好。

促請半年內發放津貼
她並指，由公佈派錢到市民可以領取金錢如需要一

年時間實屬太長，促請政府盡量壓縮處理時間，於半
年內發放津貼。
對於政府表示只對小部分申請人作隨機抽查，她

認為難以檢查所有表格，故做法合理，但要有科學
化的抽查方法。
出席同一場合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現時

提出填表格申請的做法已算簡便，加上2011年派發
6,000元時也有類似系統，相信手續不會太繁複。
被問到會否擔心因派錢造成高昂的行政費時，她

認為政府需聘請臨時工，可創造就業機會，不會浪
費。她並認為，對申請人採用抽查的方法比較有
效，相信政府會有客觀的抽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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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表明，手續會很簡單，希望做
到市民只需在表格「剔剔剔」即可。

■陳茂波指出，計劃的行政成本將取
決於實際申請人數。 網誌圖片

■在甩洲發現的受傷黑臉琵鷺。
香港觀鳥會供圖
Simon Chan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