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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是中國傳統祭祀先人的節日，香
港清明也是公共假日，許多朋友都安排回
鄉祭祖拜山，但香港的假日不同於內地，
從來都按日曆本上的紅字休息，沒有專門
調整成 「小長假」、「黃金周」。今年的
清明節是星期四，孤零零的一天假日對我
們這些來自內地特別是廣東以外的中聯辦
幹部來說，清明節能做的只是北向叩拜先
人，遙寄對親人的思念……

記得清明那天晨起，看到窗外藍天白
雲，覺得回不了鄉拜不了山，但也不該辜
負了這「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的春光，不如就去行山。於是匆匆裝
上食水與乾糧，戴上遮陽帽和太陽鏡，起
身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郊遊。一路乘大
巴、換地鐵、搭小巴，大約一個半小時到
達了船灣水庫旁的大美督，因為有朋友前
幾日在微信圈裡「晒」了八仙嶺的倩影和
船灣水庫的靚照，這場即興的郊遊就從盤
山公路的「八仙嶺自然教育徑」開始了。

進了八仙嶺自然教育徑山門，沿綠樹遮
蔽的山路拾階而上，除了林間偶爾鳥鳴，
遠遠傳來的是悠揚的竹笛聲。笛聲反覆吹
着《梁祝》主旋律，幽雅的江南韻味伴着
徐徐微風飄來，讓我有點驚喜、更多點親

切，不由得加快腳步想看看吹笛的是什麼
人？尋着笛聲繼續往上走了大約五六百
米，看見山腰間有一座涼亭，一位老伯倚
坐在涼亭木椅上，悠閒、專注地吹着他那
支尺餘長的竹笛。我們進了涼亭也坐下邊
休息喝水邊聽老伯吹笛，老伯大概聽到我
們講着普通話，向我們點點頭，就來了一
曲《洪湖水 浪打浪》，然後笑着問「你
們可知剛才吹的什麼歌？」我笑答「這是
電影《洪湖赤衛隊》的插曲啊！」老伯又
吹了一曲，問道「這首不知道了吧？」我
又笑道「這曲是《誰不說俺家鄉好》」。
於是我們就成了老伯的「知音」，自然地
攀談起來。老伯說他是退休閒來無事開始
自學吹笛，既沒有學過樂理、也不識樂
譜，更沒有拜名師進補習班，完全是自娛
自樂。我誇老伯自學成才，「好賽蕾」！
我又問他不識譜，如何吹出許多曲子？ 老
伯笑道，所有曲子都是憑腦子記憶的，兒
時從早到晚村口的大喇叭裡響個不停，年
年聽、月月聽、日日聽，想聽不想聽都
「錄」進腦子裡了，如今一吹笛就自然
「播」了出來，一曲又一曲、一首連一
首。我感慨老伯「耳濡目染不學以能」經
歷，即使只是村口的一隻大喇叭也有這般
神奇的教育意義。

正與老伯熱絡攀談，從山下走來一隊穿
制服的巡山隊員，也到涼亭坐下小息，加

入到與老伯的聊天。有位隊員指着涼亭邊
牆上的櫥窗，提醒我們風乾物燥，上山要
注意防火安全。我這才注意到這座木製小
涼亭的不同尋常。涼亭的櫥窗裡鑲嵌着一
篇祭文，講述了1996年初春發生在這個山
坡上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往事。當時香港中
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組織50餘名師生
參加「金腳計劃」攀八仙嶺遠足活動，師
生們在登山途中不幸遇到山火。那天相對
濕度僅30%，天文台發了紅色火警，師生們
很快被山火圍困，帶隊老師迅速組織學生
向山下撤離，但仍有18位師生被熊熊燃燒
的火勢逼回山崖，隨隊的周志齊、王秀媚
老師奮不顧身用身體為被困的學生做人
梯，讓體弱學生踩着他們肩膀攀上崖石
頂，躲避山火直接燒烤……最後周老師、
王老師和兩位學生不幸遇難，十一人受
傷。這場山火觸動了一向以政商精英為榮
耀的香港，全社會對平凡的老師們深覺敬
佩和感動，特別是在危及生命的生死時
刻，教師們表現出來捨己救人的操守品德
和甘做「人梯」的職業初心，為全社會、
更為下一代樹立了最好楷模。為紀念在這
場山火中罹難的師生，政府建了這座「春
風亭」，教育署長撰寫祭文道：「讓春風
亭留住春風，化育萬物，樹木樹人」。眼
前這座不起眼的「春風亭」突然在我眼裡
變得那麼高大和巍峨，小木亭像是告訴人

們為什麼說「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
業」，「春風」二字傳遞着春風化雨、潤
物無聲、作育萬物的特殊意境，讓人體會
到教師這個普通的名字所蘊含的偉大意
義。

離開「春風亭」繼續往上，大約一公里
的攀山路極其辛苦極具挑戰，差不多六七
十度角的陡坡讓人不停喘息和倍感乏力，
我已無暇顧及葱鬱的山巒和遠處的碧海，
但路邊茂密的樹林和過膝的野草散發出一
陣陣燥熱的草木氣息，卻再次將我的思緒
帶回到已經久遠的那場山火……如果確實
如媒體所言「懷疑有學生吸煙引起小火」
進而釀成火災，那麼這起災難提醒我們，
學校教育不僅要教知識健體魄，更需要養
成好品行棄陋習，教書育人關乎成長甚至
關乎生命。同樣，災難教訓也應該換來全
社會的安全意識，就像我們剛下車到達大
美督巴士站，馬上有義工迎上前，給每位
訪客送上一瓶水和一把扇，扇面上寫着
「節日防火做得好 杜絕山火齊做到」，
把安全教育隨時隨地做到每一位行山市民
身上。行山途中不時遇見身穿制服的巡山
隊員和頭頂低飛的巡邏直升機，也讓我體
會到政府在關顧行山人士和郊野山嶺的安
全。

一路攀登一路思考，不知不覺中看見頭
頂的麗日祥雲，前面就是八仙嶺的第一峰

──仙姑峰。登上仙姑峰，極目北望可見
深圳鹽田的高樓和港灣，回頭南望是星星
點點飄着遊艇的吐露港和迎面相望的馬鞍
山，東面山下是清澈如鏡的船灣淡水湖，
西面是八仙嶺的另七個峰，被蜿蜒起伏的
山路串在了一起，繼續挑戰着我們的體力
與毅力。

八仙嶺踏青的巧遇
中聯辦教科部 李魯

■為紀念在1996年山火中罹難的師生而興
建的春風亭。 作者供圖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將 實 施 「 一 地 兩
檢」，乘客可在西九

龍站完成香港和內地的通關程序，但乘客在
站內的「內地口岸區」時，有什麼需要注意
的地方呢？運輸及房屋局的facebook專頁
「運房點線面」昨日發放短片，提醒乘客進
入「內地口岸區」需遵守內地法律，但如遇
罪案或緊急事故，仍可致電999向香港警方
求助。此外，乘客在「內地口岸區」打電話
或上網，也毋須繳付漫遊費。
這段長約一分半鐘的短片以「一．兩個
問題」為題，並請來前新聞主播鄭萃雯及姚
雋彥擔任主持，以真人結合漫畫的手法，為
乘客介紹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正式實施
後，有什麼需要注意之處。
短片介紹，「內地口岸區」包括B2入境
層和B3離境層的部分地方，以及B4月台
層，會有黃線清晰標示，當乘客踏入線內的

「內地口岸區」，便需要遵守內地法律。
當「內地口岸區」發生罪案，應該找誰
求助？短片指，「內地口岸區」的治安由內
地負責，因此乘客若在區內遇到罪案，可向
內地執法人員求助，但乘客也可以向港鐵公
司職員尋求協助。
短片表示，在「內地口岸區」遇到緊急
事故，也可致電999或112求助，電話會由
香港的999緊急服務中心接聽。雖然是在
「內地口岸區」，但若發生火警，香港的消
防人員會盡快進入區內協助撲救。
短片又提到，乘客在「內地口岸區」打
電話及上網，接收的仍然是香港的網絡訊
號，因此不需要繳付漫遊費，上網時瀏覽的
內容，會如在香港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樣，呼
籲大家放心。
短片最後預告，下一集將會介紹在「內
地口岸區」工作時大家關心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內地口岸區」遇罪案照打999 內地「失信人」名單
高鐵港段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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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口岸區」遇罪案可向內地執法人員
或港鐵職員求助。 fb截圖 ■「內地口岸區」黃線清楚標示。 fb截圖

鄭耀棠提出的建議，引用
了澳門管理珠海橫琴土地的
例子。橫琴有100平方公里
的土地，面積約為澳門的三
倍多。2009年6月24日，國
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橫琴總
體發展規劃》，同意澳門政
府將澳門大學遷往「粵澳合
作專案用地」。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9年6

月27日通過，授權澳門政府
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
實施管轄。
同時，由於橫琴的開發，

京珠高速公路、太澳高速公
路、廣珠輕軌珠海總站以及
澳門輕鐵也開始被建議及研
究延伸連接橫琴島上，以作
珠海及澳門城市之間的交通
連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鄭耀棠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表示，香港
回歸21年來，地價騰貴，土地儲備

大都納入私人地產商囊中，基層住房缺口
愈來愈巨大，現在輪候公屋人數已逾27萬
人，超出公屋申請門檻又買不起私樓的港
人更數以十萬計，而基層困居劏房怨氣累
積，隨時有些導火線就會形成燎原大火，
威脅社會穩定。

填海造地 遠水難救近火
他表示，認同填海造地的建議，但遠水難
救近火，且填海和發展地區土地都會遇到層
層阻力，沒十年八年都難以見效，廣大基層
無力買房形成的積怨已「火燒眼眉」，故向
內地要地建立香港新區，是緩解住房需求最
有效的方法。

信計劃能帶動當地經濟
鄭耀棠透露，自己早前與同事往惠州、珠
海、中山等地考察過，他心目中的選址是靠
近香港、未充分開發的半島區域。
他說這樣的地方不少，而且大都較為落

後，人口密度低。當地官員亦反應正面，因
為相信計劃能帶動當地經濟。
他形容，這些地方坐船只需一小時可抵達

香港市區，隨着大灣區建設推進，往返香港
的陸路交通也將十分便捷，有利香港建立新
區，但具體選址現階段不宜透露。
鄭耀棠建議劃撥香港的新區完全實施香港

法律，由香港政府管理，建立獨立邊境線和
通關口岸，實施香港稅制和海關條例，該區
原居民亦自動獲得香港居留權。區內參照當

年興建沙田新市鎮經驗，興建公屋為主、居
屋為輔，歡迎私人發展商興建商業樓宇。
同時，該區可由香港規劃署統一規劃，興

建醫院、學校、商業區等，並引進銀行、商
企及創科企等。他表示，以內地建樓速度，
數年間就可提供數以十萬計的住房，由根源
緩解基層住房需求。
鄭耀棠認為自己的建議有法理基礎。事實
上，中央因應區域發展需要，常改變地方行
政區劃分。如珠海建市前屬中山管轄，重慶
以前屬四川管轄等。
他強調，香港已是國家的一個特區，在

香港迫切需要發展空間的時候，中央劃撥
一塊臨近土地給香港特別行政區，合情合
理合法。同樣實施「一國兩制」的澳門，
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授權澳門管理珠

海橫琴一片土地，實施澳門法律，有先例
可循。若建議獲中央接納，將是對「一國
兩制」的豐富，推動大灣區補缺互補，有
利於建設大灣區共同家園。

擬形成人大議案提交中央
鄭耀棠表示，他將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將建

議形成港區人大議案，正式提交，並希望特
區政府早日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請求，積極
推動他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為解決香港的土地問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建議參考珠海橫琴劃撥一

片土地實施澳門法律、由澳門政府管轄的先例，由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要求，在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內租借30公

里土地給香港興建新區，預計可容納60萬港人居住，新區內實施香港法律，由香港管轄。此舉是緩解住房需求的

最理想方法，同時可帶動當地經濟。他表示已就該建議與中央官員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交流，並將在全

國人大會議上將建議形成港區人大議案，正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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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棠建議大灣區內建「香港新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現時內地高鐵實施
「失信人名單制度」，如乘客作出嚴
重擾亂鐵路運輸秩序或不合資格使用
優待票等行為，都有機會被列入「黑
名單」，在3個月至半年內被禁止購
買高鐵車票。港鐵昨日回應傳媒查詢
時證實，內地失信人名單措施將適用
於本月23日開通的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之票務安排。
今年5月起內地全面推行限制「嚴
重失信人」乘搭高鐵的失信人名單措
施，如乘客作出嚴重擾亂鐵路運輸秩
序，造成嚴重社會不良影響等的行
為，有可能被禁止於180天內購買高
鐵車票。而一年內三度不合資格使用
優待票、無票乘車或在越站後拒絕補
票等行為，亦會被禁止於90天內購
買高鐵車票。
中新社報道指，「失信人名單制

度」將會隨廣深港高鐵開通而引進到
香港。在高鐵香港段列車內如作出以
上行為，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
在一段時間內被禁止購買高鐵車票。
港鐵回應中新社查詢時證實，高鐵

香港段接通國家高鐵網絡，按內地有
關政策，特定「嚴重失信人」會被限
制乘搭高鐵。內地失信人名單措施適
用於高鐵香港段之票務安排。

問：在「內地口岸區」發生罪案，可找誰求助？

可向內地執法人員或港鐵公司職員求助。

資料來源：運房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內地口岸區」問與答

問：在「內地口岸區」遇到緊急事故如火災，可致電
何處？

可致電999或112求助，電話會由香港的999緊
急服務中心接聽。

因接收的仍是香港的網絡訊號，故毋須繳付漫
遊費。瀏覽內容會如在香港其他地方看到的一
樣。

問：乘客在「內地口岸區」打電話及上網，是否需繳
付漫遊費？瀏覽內容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