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救火救人 觀眾身水身汗
開放日慶150周年 千人入場為搜救示範拍掌叫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

意）為慶祝消防處成立150周年，讓

市民了解更多消防處的工作和人員的

培訓，消防及救護學院昨日舉行開放

日，早上有過千名市民持券排隊入

場，場面熱鬧。主辦單位全日安排了

多項訓練示範及車輛巡遊，其中水上

事故拯救及坍塌事故搜救示範都令觀

看的市民拍掌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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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深水埗，相信每
一個香港人都不會感到陌生，一聽到就會
馬上聯想到鴨寮街的電子產品、汝州街的
珠仔（即串珠）和福榮街的玩具批發等。
除此以外，該區還屹立一棟訴說香港公共
房屋發展的歷史建築物──美荷樓。

美荷樓標誌着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開
端，她是香港最早期碩果僅存的「H」形6
層徙置大廈，二級歷史建築。美荷樓於
1954年落成，起源於1953年12月25日當晚
在石硤尾山邊寮屋區發生的一場大火（後
通稱「石硤尾大火」），燒毀了居民的美
好家園，令當時近 58,000 名市民無家可
歸。其後港英當局為了解決災民長期住屋
問題，便在原址興建了包括美荷樓在內的
首批8座六層高徙置大廈。當時每個單位面

積均為120平方呎，需容納5個成人，單位
內無水電供應，僅在兩翼中央部分設有公
共水龍頭、廁所及淋浴間，而兩端就是居
住單位，所有單位入口均由長長公共走廊
連接，晚間此公共空間便充當居民乘涼和
文娛耍樂用的長條騎樓（廣東話，即「陽
台」）。1981年，該等大廈獲改建為具有
獨立廚房及廁所的單位後，改為第41座及
命名為美荷樓。

經過活化後的美荷樓現已改建為青年旅
舍，接受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入住。從其
橘色油漆的搶眼外觀和整齊清潔的走廊，
已經絲毫看不出她曾經承載過六十多年公
屋發展的痕跡，只有站在樓底中心仰望，
逐層向上環顧搜索，才能隱約拼砌出「H」
形房屋建築結構輪廓，並依稀看見這座建
築物殘留的歷史身影。踱步參觀在原址設
立的美荷樓生活館，內裡珍藏並展示了當

年美荷樓的浴室、洗手間、雜貨店及居住
單位等複製場景，逾千件諸如當年舊照
片、年代久遠的餅乾罐和小童拖鞋等珍藏
品和 40 多段當時美荷樓居民的口述歷史
等，展示香港社區歷史、公屋環境及市民
生活習慣的轉變，意義非凡。按照我的年
紀，談不上感同身受，卻也勾起了小時候
看粵語長片中場景佈置的親切回憶，恍如
時光倒流置身其中，非常值得香港本地居
民和遊客安排時間參觀，以深入認識和了
解香港早年房屋歷史。

我特意上網翻查了香港早年房屋政策轉
變的研究，有關學者的文章顯示，從1940
年至1960年期間，香港經歷過寮屋、徙置
大廈和廉租屋等臨時性房屋政策，沒有長
遠房屋規劃和興建安排，直至1972年，時
任港督麥理浩才在其施政報告提出「十年
建屋計劃」，逐步完善香港房屋相關政策

和興建的安排。時至今日，香港發展迅
速、高樓林立，唐樓、居屋和私人樓宇密
集興建，然而，公共房屋在萬千市民，尤
其低收入家庭心目中的地位依然難以撼
動，需求若渴。可幸的是，新一屆特區政
府在林鄭月娥特首帶領下，緊鑼密鼓投入
研究，想方設法解決房屋供應問題，這是
現屆特區政府在積極回應市民訴求，也讓
我這樣的80後及更年輕一代重拾「買樓」
希望。更重要的是，國家經過這40年改革
開放和自強不息，現今面貌早已煥然一
新，不論是城市規劃、居住環境和生活便
利等方面都愈見出眾。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得到國家全方位支持，有着「一國
兩制」的制度優勢，並擁有優於其他內地
省份的探索先機，特別是近年廣泛提及的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共同合

作、共同發展、共同生活」的美好遠景，
這也讓香港年輕一代有了更多可就業、可
置業的選擇。時光轉眼即逝、機會稍縱即
過。希望香港青年學會審時度勢，深入了
解國家人文歷史和最新發展，進一步打開
心扉、勇敢接受新事物，將個人事業發展
和置業目光放得更遠、更深，盡早投身到
國家奔騰不息的發展浪潮中，從中找到人
生新的奮鬥希望！

探訪美荷樓有感
台務部 楊燕

昨日是全民運動日
2018，康文署免費開放
多項康體設施，鼓勵市

民參與體育運動和培養恒常運動習慣。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政府一直
推動體育精英化及普及化，除向精英運動員
發展基金注資60億元，於2017至18年度用

於推廣普及體育的經常開支達48億元，佔
體育整體開支逾86%，努力將香港打造成更
熱愛運動、健康及活力充沛的大都會。

張建宗：投放資源不遺餘力
張建宗表示，今年暑假運動風氣盛行，體

壇賽事一浪接一浪，繼世界盃於上月結束，

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即將在印尼舉行。香港
隊派出580名運動員參與36個體育項目，連
同隊醫、職員等近800人參賽，人數為歷屆
之冠，力圖突破上屆6金12銀25銅的佳績。
他祝願運動員取得亮麗成績，為港爭光。
他提到，本屆政府發展體育不遺餘力，持

續投放資源推動體育精英化，包括向精英運

動員發展基金注資60億元，並啟動為期5年
的發展計劃，向亞運隊際球類項目的相關體
育總會撥款1.3億元，支援他們制定和推行代
表隊訓練計劃。目前全港共有460名全職精
英運動員，較6年前大增136%。
惟他指，體育不是運動員的專利，故除推
動體育精英化，政府亦投放資源推行體育普
及化。目前政府投放於體育發展的經常開支
中，最大部分用於推廣普及體育，2017至
18年度經常開支達到約48億元，佔體育整

體開支逾86%。
他表示，政府亦將普及運動的訊息推廣至
全港。昨日他便參與全民運動日2018，希
望大家與他一樣，每天恒常運動至少30分
鐘，強身健體，也可保持心情愉快。他又提
到，今天將出席「We Like HK 京港青年
圓夢冰島 足球交流團2018」的授旗儀式，
兩地青年將前往在國際足球比賽表現出色的
冰島接受訓練及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港打造體育之都 精英普及兩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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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現場的市民大多是一家幾口到場，他
們逐一參觀了不同的區域，幾乎每名市

民身上都滴着汗水，但無減他們的興致熱
情。消防及救護學院將訓練示範分為11個區
域，由A至K代表不同種類的拯救示範，當
中包括救火、救護、水上事故、火警和坍塌
搜救訓練等。
此外，更有不少攤位展示消防及救護員專業
的器材和知識。

演示水浸私家車救人
在車輛巡遊時，消防及救護車輛陸續駛進指
定區域，每輛車的身邊都會陪同一名相關的員
工，如高空拯救隊員、救護員和消防員等，他
們會向市民揮手示好，臉上均帶着微笑，無懼
炎陽地操着整齊的步伐走進廣場。
到了精彩的示範環節，首先是水上事故訓練
示範。消防員在學院的水池內模擬有市民跌入
急促的河中，消防員隨後用繩索綁緊自己，再
跳入水中拯救遇溺者，並由同伴拉回岸邊。
及後，消防員又示範水浸時如何拯救被困私
家車內的市民，他們會先游過對岸，在固定的柱
形物體上綁上繩索，再沿着繩索向下滑落，一把
抱起被困人士，由其他消防員幫助下拉回岸邊，
完成拯救任務，過程中眼見水位不斷上升，若不
及早救出市民，恐怕私家車會被完全淹沒，十分
驚險。

搜索犬瓦礫中救工人
學院亦有安排坍塌搜救訓練示範，先是模擬
了兩名工人在地盤內工作，突然間地盤發生坍
塌事故，一名工人向外求救，另一名則被困在
瓦礫中。消防員先用生命探測儀來觀察瓦礫中
是否有人士被困，然後再讓搜索犬登場，運用
其靈敏的嗅覺來準確地找出被困位置，消防員
即可用電鋸消除阻礙物，成功救出被困人士，
現場市民亦鼓掌讚好，表示敬佩。
跟着是犬隻登場示範，要讓火警調查犬尋
找出裝有燃料的膠桶。起初，調查犬被現場
眾多市民圍觀，吸引了牠的注意力，導致有
所分心，並不斷試圖走向人群處，幸好被訓
練員用繩索牽制着。
大約十分鐘後，訓練員終於讓調查犬重新

集中注意力，成功地找出燃料所在之處。

下次還來參觀
邱女士：我們今天怕人太多會
擁擠，故提早一點到達。我們和
小朋友玩了挺多遊戲攤位，小朋
友都非常喜歡，雖然天氣有點炎
熱，但打算下一年還會繼續來開
放日參觀。

長大盼當消防
羅女士：今日天氣非常熱，幸好
早有準備帶了水和小型電風扇。我
們家的小朋友去了不同地方參觀，
也穿着迷你版消防員制服拍照，感
覺很好，小朋友更說將來也想成為
一名勇敢的消防員。

詳識消防工作
麥小姐：看到他們演練和步操
的身影時，內心不免一陣感動，
希望可以更詳細地認識消防員的
工作，我會將開放日推介給身邊
朋友，希望下年有機會和朋友一
起再來。

消防及救護學院昨日舉
辦開放日，場內除了不同
的救援示範訓練外，亦設

有攤位專門向觀眾介紹消防及救護知識。不
少人都聽過急救有「黃金時間」，消防處一
個名為「擊活人心」的攤位正介紹了不同款
式的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除顫器），期望
讓公眾人士可了解更多急救知識，在必要時
拯救別人生命。
負責攤位的消防人員表示，除顫器是用於

脈搏停止時，當市民發現傷者有需要時，可
即時為其提供急救，除顫器會為操作者提供
口述說明，指導每個步驟的做法。他續說，
操作者要先將電導極連接到傷者身上指定部
位，機器便會開始診斷出是否需要啟動電
擊；如符合適用規範，除顫器會發出建議電
擊的語音或燈號，並開始充電及提醒操作者
避免碰到傷者的身體，然後按下電擊按鈕，
及後它會再重新判斷傷者的心律是否已回復
正常，抑或需要再作電擊。

電擊後即做心肺復甦術
他續說，除顫器並不會對無心律，即心電圖呈水平

直線的傷者作出電擊。簡而言之，使用除顫器並非讓
傷患者恢復心跳，而是使正在處於顫抖或不正常跳動
的心臟經由電流刺激而歸零停止，並於電擊完後立刻
配合CPR心肺復甦術使心跳恢復正常，直至救護人
員到達現場改由其急救。
他指出，在香港不同的醫院、救護站及大型商場都

有配備除顫器，且自2011年起，所有康文署轄下場地
均陸續設置自動心臟去顫器，且大多使用廣東話語音
提示，能更方便香港市民的操作。現時，消防處與不
同團體和學校合作，只要提供到合適的場地，即可上
門為其進行有關使用除顫器的課程，讓更多人學會除
顫器的操作方法及CPR心肺復甦術，以便及時拯救生
命。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嚴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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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昨日舉行開放日慶祝成立消防處昨日舉行開放日慶祝成立150150周年周年，，
其間安排多項消防演示其間安排多項消防演示，，吸引逾千觀眾入場吸引逾千觀眾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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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人心」。」。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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