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危險街拍事件
2018年6月

■有目擊者指一對新人及兩個攝影師
於晚上8時多，站在旺角彌敦道和
亞皆老街交界十字路口黃格上至少
10分鐘拍照，期間不理會交通燈指
示，擺出各種姿勢。當時交通繁
忙，熙來攘往。

■一對新人在西環電車路軌中央拍婚
紗照，當時新人、攝影師連同助手
一行5人，馬路兩旁及前方均有巴
士經過。

2018年4月

■有港人到台灣南投合歡山遊覽，疑
無視管理單位在欄杆的警告牌，直
接跨過欄杆，攀到危險峭壁上拍
照，引起網民熱議，被指是「醜出
香港」。

2017年3月

■九龍灣一行人天橋因曾拍攝電影
《志明與春嬌》變成景點，吸引年
輕人影相「打卡」，有人冒險爬上
橋頂或危坐天橋窗邊。

街拍馬路亂拍 新人恐變死人
內地網店潮興來港拍婚紗照 懶理車流斑馬線擺姿勢狂影

最近先後有新人在旺角彌敦道馬路中心及西環電車軌

拍攝婚紗照，惹起網民熱議。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部

分購物網提供標榜「街拍」的婚紗照及商品照服務，由本港及內地攝影師

操刀，主攻中環及尖沙咀取景，惟部分人罔顧安全，在馬路黃格及黃色斑

馬線上拍照，有店家更指在馬路站數分鐘拍照也可，從未被警方檢控，令

人擔心他們不顧自己及駕駛者安全。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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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回歸前被選派到新華社香港分社
（中聯辦前身）工作的。在港工作20多年
來，在我心目中的中聯辦是一個溫暖的
家，也是一個大學校，一個學習型組織。
在這裡，歷任辦領導帶頭學習 「一國兩
制」方針，學習黨和國家領導人治黨治國
治港方略；在這裡，同事們來自五湖四
海，每個人的經歷都是講不完的故事。良
好的氛圍促使我不斷向領導學習，向同事
學習，向社會學習，不斷提高理論素養和
工作能力，不斷成長進步。其中，有三件
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向張浚生副社長學調息第一件事是向張浚生副社長學調息。。
張社長是我們的老領導，為香港順利

回歸祖國作出了突出貢獻。今年初他離
開了我們，一想到此事我的心情就非常
難受。去年我陪他在杭州出席活動時，
還一起聊起新界鄉議局發叔和美術界蕭
暉榮等香港的老朋友。張社長在香港工
作期間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發言人，需
頻繁出席各種活動，經常要上鏡。在鏡
頭前的他永遠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有

神，他那博學多智的文化修養、豁達風
趣的語言風格、和藹可親的笑容，都給
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張社長過去常常到基層主禮社團活動，
我有不少機會陪同，從他身上「偷師」學
習。記得在一次活動前的閒聊中，我問起
張社長靠什麼「秘笈」保持了如此之好的
精神面貌，他答說，每次出外參加活動都
會利用車上時間閉目養神，哪怕只有短短5
分鐘。這樣一來，打開車門，記者拍到的
就永遠是他飛揚的神采了。張社長的「秘
笈」高招使我獲益匪淺。我在工作中也經
常要出席各種活動，由於學習了張社長的
調息方法，也總是能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出
現在各種公開場合，維護了中聯辦幹部的
形象。

第二件事是高祀仁主任教讀書第二件事是高祀仁主任教讀書。。
在 2000 年前後的一次會議上，時任新

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高祀仁主任以自己
的經歷，向中聯辦幹部說明讀書和學習的
重要性。他說，自己這麼多年的進步，主
要得益於兩次到中央黨校脫產學習，夯實
了理想信念、鞏固了理論基礎。他到了香
港工作後，感到在港的幹部沒有機會到各

級黨校培訓，怎麼辦呢？一定要通過讀書
並養成習慣來彌補。高主任說，如果能每
天讀書一小時，一年 365 天，就是 365 小
時，如果以一天8小時算，就相當於一年
多了一個半月的脫產學習時間。高主任還
說，讀書不是指看一些消遣性的書或雜
誌，而是要看原著、看經典，看能解決工
作難題的書。看書時不貪多，要一頁一
頁地看，一本一本地看，看的過程要思
考。剛開始時，你可能看半個小時甚至
10 分鐘就想睡覺，但要堅持到一個小時
並養成了習慣，這樣就能日積月累，終
生受用。

受高主任啟發和教導，我從此養成了讀
書習慣，至今讀書已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後來，我也有幸到中央黨校
參加脫產培訓，聆聽了時任中央黨校校長
的習近平總書記「領導幹部要愛讀書、讀
好書、善讀書」的報告，極大增強了我堅
持讀書學習的信心、決心，並以「活到
老、學到老」、「學不到老就活不到老」
來鞭策自己，通過不斷學習來克服工作中
的本領恐慌。

第三件事是王志民主任要求學粵語第三件事是王志民主任要求學粵語。。

王志民主任去年到港擔任中聯辦主任以
來，一直要求我辦員工走進香港市民，與
香港同胞同心同行。王主任經常用他學講
粵語的例子要求中聯辦幹部要學粵語、講
粵語，把會粵語作為聯繫群眾開展工作的
基本功。這勾起了我的回憶：來港工作
前，人事部門去考察我，除了基本素質要
過硬外，還需具備三項能力：會粵語、懂
電腦、能開車。粵語雖然在我的家鄉不是
通用方言，但我因曾當兵、讀書而在廣
州、珠海生活過幾年，懂幾句簡單的對
話，勉強算是會粵語。

到港後我被安排到九龍辦事處工作，由
於地區基層工作幾乎全部用粵語，這樣一
來我就明顯不合格了。當時新華社在業餘
時間開辦了粵語班，我和幾位一起來港不
懂粵語的同事就報了名，每周固定的時
間，我下班後就到跑馬地總部學粵語。當
時請來的老師水準很高，粵語和普通話均
很標準流利，教得既系統又通俗。比如他
說，僅從一些具體的用詞，就能分辨一個
人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在廣州、深圳坐
計程車叫「打的」，但在香港叫「搭的
士」；乘電梯在香港叫「搭𨋢 」，傳真在

香港叫「FAX」等等。老師還要求我們不
僅多從香港電視、報紙中學習，更要注重
多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經過幾個月業餘時
間的努力，我們那批學員都有所進步，我
自己也基本過了語言關，為以後的工作打
下了較好的基礎。

學在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 張肖鷹

■中聯辦是一個溫暖的家，也是一個大學
校。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香港
藝人謝霆鋒於2015年推出零食產品「鋒味
曲奇」，一度掀起搶購潮，惟近日食物安全
中心檢測一款鋒味曲奇時發現，其糖分超出
標示含量近5倍，中心已呼籲有關商戶將受
影響產品停售及下架。「鋒味曲奇」回應
稱，事件絕非食品安全問題，並已將有關食
品樣本交由另一化驗所重新檢驗，「鋒味」

並在facebook標籤「#糖份（分）無超標」。
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佈，在中環一間零售
店舖檢測一款「鋒味曲奇(甜酸苦辣)」，產
品標示糖分含量為「每100克含3克」，但
檢測的結果為「每100克含17.6克」，含糖
量超出標示5倍。據食安中心的指引，低糖
的食物定義為每100克食物含不超過5克
糖，即按「鋒味曲奇 (甜酸苦辣)」標示的糖

量，屬低糖產品。不過若按食安中心檢查出
每100克含糖17.6克計，則已達每100克含
糖15克或以上的高糖指標。
是次檢測不符營養標籤規定的「鋒味曲

奇 (甜酸苦辣)」，原產地在香港，經銷商為
籤語餅有限公司，淨重350克，食用最佳日
期為2018年8月8日。
食安中心指，已呼籲有關商戶將受影響產

品停售及下架，如有足夠證據，中心會提出
檢控。目前，中心正追查有關產品的來源及
分銷情況，並會知會業界，繼續跟進事件和
採取適當行動。

「鋒味」：已下架不涉食安
「鋒味」facebook昨日帖文回應，題為〈特

此澄清：絕非食品安全問題〉。聲明稱，有關
食品推出市面前，已將樣本交認可的第三方實
驗室化驗並確認安全才推出市面。就今次事
件，已即時按食物安全中心的要求，將有關食

品樣本交由另一化驗所重新檢驗，同時將有關
食品下架，直至得出化驗結果為止。
「鋒味」聲明聲言，今次純粹為食物安全

中心個別抽樣調查的情況，絕非公司食品安
全質量出現問題。
帖文尾並標籤「#糖份（分）無超標」。
食安中心指，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
例》第六十一條，任何人如在標籤上對所售
賣的食物作出虛假說明或在食物的性質、物
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罰款為5萬元及監禁6個月。

含糖標示報細數「鋒味曲奇」或被控

在購物網站內，只要輸入「香港街拍」
四字，會發現不少網店提供實地拍攝

的婚紗照及服裝照服務。
其中，有婚紗樣本照顯示拍攝背景疑為
中環畢打街馬路中央，新郎站在黃色斑馬線
上向新娘單膝下跪，旁若無人，惟馬路另一
方則有大批剛過完馬路的途人，估計該婚照
是趁行人過路綠燈轉紅燈時拍攝。該店指攝
影師為港人，收費3小時約逾千元，包5個
地點，可取回底片及精修照共12張。

車輛擦肩過 玩命易喪命
另一間主打街拍的網店則提供拍攝商品
照服務，並提供男女模特兒。在樣本照中，
一名男模特兒在港島某條馬路的黃格內拍
攝，穿梭電車及巴士之間，狀甚危險；而其
餘樣本照也是在馬路旁邊或中央拍攝，模特
兒與車輛擦肩而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佯裝服裝店主向該網店查詢
街拍事宜，內地網店負責人表示，拍攝40件
衣服或以上可提供到港街拍服務，模特兒收
費連同照片後期，每件衣服收取約500多元。

雖然收費約兩萬多元，但安全並無保證。
當記者獲悉會在中環和尖沙咀鬧市的馬

路之間拍攝，擔心會有危險，惟他稱：「只
要小心一點，站3分鐘至5分鐘拍照沒有問
題。」並指曾多次到該些地方拍攝，攝影師
和模特兒均有經驗，從沒試過被警方檢控，
但他稱若真的被趕或遭罰款，額外費用需由
買方負責。
根據法例，如任何人違反行人道路使用

條例，最高可被罰款2,000元。根據警方資
料顯示，過往3年，港島總區行人觸犯交通
違例事項平均每年約2,300宗，西九龍總區
較嚴重同年期平均每年逾6,200宗。

法律界：非在港執業難執法
香港婚禮管理協會副會長張仲瑜指，攝

影是自由的行業，惟到馬路拍攝或會阻街，
必須要小心安全。法律界人士黃國桐則稱，
行人阻礙其他道路使用者必屬違法，但內地
或非本地攝影師在港執業，入境處要執法具
有一定難度，「除非『放蛇』，否則較難取
得有效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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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呃Like」可以
去到幾盡？近年盛行
「輕婚紗攝影」，吸引
不少情侶光顧，拍攝較
生活化的甜蜜照。在社
交平台便有不少「情侶拍攝」網店提供服
務，拍攝時間和場地可自行擬定，收費約
1,000元。有年輕人選擇到公園、廟宇、主
題公園等地方拍攝，別樹一幟為求到網上
「呃Like」。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假日到尖沙咀一帶巡

視，亦發現不少遊人在購物區一帶到處拍照留

念，惟有遊人為了取得最佳的拍攝角度，竟
然跨出行人路欄杆，站在馬路旁拍攝或自
拍，懶理車輛在旁駛過，甚至將半身傾向馬
路位置，罔顧自己及駕駛人士安全。而近年
亦不時有遊客闖進本港高樓天台，高空拍攝
搖搖欲墜的街景，看得令人心寒，其中有大學
宿舍天台被外地人闖進拍照，引來網民熱議。

「放閃」玩驚險「呃Like」搵命博
近年不少新人選擇旅遊結
婚，順道在外地拍攝婚紗照，
當中峇里、沖繩、歐洲及希臘
均是熱門地點。不過，為了拍
到一張人人讚好的婚照，很多
時新人漠視了危險性，難為了
攝影師。
香港婚禮管理協會副會長張
仲瑜指，曾有在希臘拍婚照的
客人要求爬到教堂屋頂上，當
地攝影師連番阻止不果。
有新人在港拍婚照時，更會

要求到岸邊及崖邊等危險地
方，例如薄扶林瀑布，務求婚

照與眾不同，擺酒時放置在接
待處更有面子。
張坦言，即使拍攝前已經

提醒新人要注意安全，但他
們 很 多 時 興 之 所 至 「 互
拍」，結果需要攝影師協助
他們回到安全地方。他補
充，婚介公司一般會提醒攝
影師，如客人拍攝要求太危
險，可以作出拒絕，同時建
議新人購買保險。不過，他
認 為 本 港 攝 影 師 較 「 錫
身」，通常會依照原定行
程，不會以身犯險。

爬屋頂崖邊 為難攝影師

■早前有外地旅客闖入本港大學宿舍天台亡命拍攝。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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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網提供不同本港街拍服務。 網上圖片

▶日前有新人在西環電車
軌上拍攝婚紗照。

網上圖片

■有商品攝影公司展示模特
兒在黃格內拍攝的樣本照。

▲張仲瑜表示部分新人為
拍婚照漠視自身安全。

■■有婚攝網站的樣本照取景自馬路中央有婚攝網站的樣本照取景自馬路中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