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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廷方基金捐千萬保育長城
方案獲國家文物局審批 黃永光盼為傳承長城文化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

京報道）時值國家文化和自然遺產
日，黃廷方慈善基金日前在北京宣
佈，向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捐贈
1,000 萬元人民幣，用於開展北京八
達嶺古長城保護。對此，黃廷方基
金會副主席、香港信和集團副主席
黃永光表示，香港信和集團多年來
一直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育工作，並
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
文物古蹟保護獎，希望可以借鑑過
往經驗，為守護和傳承長城文化貢
獻一份力量。

黃永光說，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他曾
在北京一些地區考察，看到了部分

「野長城」的狀況堪憂。他指出，「信和保
育」是香港信和集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
要組成部分。6 年前，集團在香港活化了一
個百年警署成為大澳文物酒店，並於 2013
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物古蹟
保護獎，希望可以借鑑這些對歷史建築的保
育經驗，為長城的保護略盡綿力。

勵小捷：藉合作增兩地關係
對於此次與香港信和集團合作，中國文物
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勵小捷表示，黃廷方慈善
基金和香港信和集團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文化
遺產保育工作。
他指出，基金會通過此次合作，加強香港
與內地的關係，讓更多香港年輕人了解祖國
的文化遺產，增強愛國主義情懷。
同時，他強調，本次合作是雙方發揮各自
優勢進行戰略合作的開端，未來雙方還將繼
續探索更多文化遺產活化利用的新項目。

據了解，本次黃廷方慈善基金捐贈 1,000
萬元人民幣，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吸納的
第二筆長城保護民間資金。根據計劃，該筆
資金將用於北京八達嶺古長城景區東段的敵
台及兩側牆體搶險修繕工程。
目前，方案已獲國家文物局審批通過，正
在北京市文物局複審，預計修繕完成後，可
遠眺2019年世園會園區。
資料顯示，此次捐贈的長城保護資金將用
於修繕延慶長城 67 號至 69 號敵台及邊牆位
於延慶區八達嶺鎮古長城景區東段，涉及 3
座敵台、4 處登城便門、1 處墩台、1 處登城
口及長城牆體共 1,255 延米。該段長城為明
正德十年開始修築，是明長城歷史發展的珍
貴實例，具有重要的文物保護價值和歷史研
究價值。受風雨侵蝕、地震侵襲等因素，目
前該段長城的敵台和牆體大面積坍塌，多處
開裂、鼓閃，牆磚風化、酥鹼，毛石基礎坍
塌，嚴重影響到了本體的結構安全。
根據計劃，本次修繕將秉承「最小干預」
原則，通過技術手段消除險情和安全隱患，
盡可能使用原構件，按照原材質、原形式、
原工藝、原尺寸進行修繕，最大限度保護文
物遺存和歷史信息，以延續其重要的文物價
值，豐富對延慶地區長城資源的保護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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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知旅」
助港青識國情
流－傳－萬－代

料修繕後可遠眺世園會園區

■黃廷方長城保護資金捐贈儀式日前在北京八達嶺長城下舉行。

捐贈儀式上，黃廷方
基金會同時啟動了「黃
廷方／信和香港青少年
長城知旅」活動。黃廷
方基金會副主席、香港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
表示，「長城知旅」活
動旨在讓香港青少年多
有機會赴內地，親身領略長
城的歷史價值。
他指出，作為北京政協港
區委員，希望可以為京港兩
地交流搭建橋樑，鼓勵更多 ■黃永光（右一）鼓勵香港青年多了解國家的歷史
香港青少年了解中華文化， 文化。
大使』在香港傳播中華文化，培養香港
提高對國家的認識和歸屬感。
黃永光認為，香港回歸祖國 20 多 青少年的國家情懷。」
根據計劃，「長城知旅」將組織香
年，仍有不少香港青少年對祖國對中華
港青少年走訪長城，用文字和圖片記錄
文化了解不多。
長城今昔變化，領略長城作為中華文化
圖文記錄長城今昔
瑰寶的厚重歷史和價值。
同時，活動還將通過知識競賽、圖
他透露，「長城知旅」將組織香港
青少年走訪長城，用文字和圖片記錄長 片展覽等形式，讓更多「長城保護大
城今昔變化，領略長城作為中華文化瑰 使」在香港傳播中華文化，培養香港青
寶的厚重歷史和價值，「希望此舉能喚 少年的國家情懷，為未來的美好奠定更
起更多香港青少年關注祖國國寶，更多 多的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了解祖國文化遺產，讓更多『長城保護

■萬里長城
保護志願服
務聯盟在京
成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聰 攝

「志願聯盟」
邀港澳同胞齊護
「城」
為更好地整合各地
區長城保護志願服務
資源，8 日上午，萬里
長城保護志願服務聯盟在京成立。北京市
延慶區相關負責人表示，長期以來，長城
保護工作存在人手不足、力量單薄等短
板，萬里長城保護志願服務聯盟的成立，
有望更好地整合各地區長城保護志願服務
資源，建立長城保護志願服務合作的長效
機制，項目化管理長城保護志願服務工
作，不斷加強對長城的保護和宣傳。
北京市延慶區相關負責人表示，聯盟邀
請全國各地志願者參與到長城保護的行列
中來，同時也希望更多的香港年輕人、華
人華僑也能參與其中。

香港正踏入雨季和颱
風季節，數天前在三號
風球下連場大雨，天文
台亦發出山泥傾瀉警告。發展局局長黃偉綸
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各部門同事均隨時候
命，以應對不同的突發事件。他指出，隨着
多個主要防洪工程計劃相繼完成並投入運
作，現時水浸黑點的數目已由 1995 年的 90
個，顯著減少至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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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渠塞求助日約百宗
黃偉綸指出，這些年來，渠務署以防洪三
招應對水浸風險，包括在上游利用雨水排放
隧道截流、中游利用蓄洪池暫存雨水及下游
利用疏浚工程增加排水能力。他表示，雖然
水浸黑點的數目已由 1995 年的 90 個減至 6
個，但渠道淤塞的情況時有發生，現時渠務
署平均每天收到約 100 宗有關渠道淤塞的查詢
或求助個案，雨季時數字會相對上升。
現時渠務署轄下共有 11 隊直屬員工「通渠
隊」，每隊均由 1 名工長帶領四五名通渠工或
二級工人出勤，其中工作超過 30 年的古偉明
當年由二級工人做起，10 年前晉升為通渠工

長，是部門一位默默耕耘的資深員工，也是
一位在背後默默守護孩子的爸爸。
古偉明分享他的工作時表示，不論黃雨、
紅雨、黑雨或在任何風球懸掛時，渠務署同
事都要隨時候命，包括在「緊急事故協調中
心」24 小時輪流當值，接收及處理市民的求
助個案；而前線人員一收到通知，便要趕赴
全港各區處理。在到達現場後，渠務署人員
會先使用儀器探測是否含有毒或爆炸氣體，
然後才可打開沙井，再運用籐枝或高壓水車
上的水槍打通淤塞渠管。
談及難忘的經歷時，古偉明憶述曾接獲一宗
市民緊急求助個案，到場後發現女事主情緒不
穩定，他一邊盡力安撫事主，一邊與同事迅速
解決塞渠問題。他事後得悉她初為人母，擔心
污水問題會影響嬰兒，所以不斷致電求助。這
次經驗告訴他，任何求助或投訴背後總有其原
因，所以應以正面的心態面對，並盡快解決問
題。
在工作以外，這位鐵漢爸爸在分享家庭生
活、細訴父子情時，也流露感性一面。古偉
明育有一名 12 歲兒子，他平日要輪班，周六
日都要上班，遇上緊急情況更需隨時出勤或

■古偉明（左）表示，渠務署人員會運用籐
枝或高壓水車上的水槍打通淤塞渠管。
通宵工作，有時兒子都會投訴他經常不在
家，作為父親唯有耐心向他解釋，告訴他自
己的工作是服務社會，社會對這份工作亦有
需要，希望兒子長大後會明白多一些。
黃偉綸表示，分享過古爸爸的故事後，盼
市民更了解前線同事的工作，「他們默默耕
耘，為市民隨時候命，解決問題，同時亦扛
起照顧家庭的責任，絕對值得大家的掌聲、
鼓勵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膠樽研「按樽制」 現金回贈增回收

「防洪三招」奏效 水浸黑點銳減

&

據了解，萬里長城保護志願服務聯盟旨
在打造一個能夠充分發揮志願者價值的管
理樞紐，招募長城保護志願者，作為長城
保護力量的有效補充，彌補長城保護長期
以來人手不足、力量單薄的缺憾。
北京市延慶區相關負責人透露，根據安
排，今後，萬里長城保護志願服務聯盟還
將逐步邀請其他地區的長城保護志願服務
團隊或組織支持和加入，並持續開展長城
保護監督等志願服務工作。同時，聯盟將
通過豐富多樣的形式向世界各地到八達嶺
長城觀光遊覽的遊客發出參與長城保護的
邀請，增強大家在遊覽中保護長城的意
識，並將長城文化和保護長城的精神傳播
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展都市固體
廢物按量收費，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昨日出席一個減廢活動時
透露，日後或會推出回收膠樽
現金回贈計劃，以鼓勵市民回
收飲品膠樽，指有關計劃在外
國可以令膠樽回收率升至高達
90%。
政府去年展開生產者責任計劃
研究，黃錦星昨日透露顧問報告
初步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就廢塑
膠容器分階段引進生產者責任計
劃。他指政府計劃首先針對佔全
港整體棄置塑膠容器中約 60%的
膠樽採取行動。
部分國家已經對膠樽進行徵費
多年，黃錦星相信有關措施在香
港同樣可行，「在購買時，因為
這些一次用完即棄的膠樽會有價
格上的調整，使大家使用這些產
品時都會想清楚。」他並指向市
民提供回樽費亦是考慮方向之
一，「有這些制度的外地地方，
膠樽的回收率相當高，超過一半
甚至達80%至90%。」
黃錦星又透露，政府亦計劃引

入智能回收機，方便市民將用完
的膠樽送往回收，以提升膠樽整
體回收率。
不過，政府現階段未有提出計
劃的財務安排，他只重申冀可以
提高膠樽回收比率。

黃錦星：擬蒐零售業意見
引入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
計劃的具體框架方案仍在草擬 ，
黃錦星指環境局稍後會聯絡零售
業界等持份者開會，了解他們的
意見，再由顧問整合最終建議方
案予環保署進一步考慮，目標是
於今年底先完成就塑膠飲料容器
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研究及評
估，再訂出更進取及具體的下一
步工作和時間表。
另外，政府亦正推展都巿固體
廢物按量收費，黃錦星指環境局
會盡快將有關收費制度的立法建
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他並指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
集設施改造督導委員會正研究更
新回收箱設計，配合香港最新整
體回收減廢和乾淨回收的轉型計
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