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傳統上紅色代表消
防，所以用藍色作對比。

為什麼「任何仁」是藍色的？

「任何仁」穿緊身衣的原因？

因為穿上常見的「公仔
人」服飾後，動作受限
制，無法做CPR，所以改
穿緊身衣。

由不同的專業救護員飾
演，並非特定一人。

如何說服救護員飾演
「任何仁」？

同僚大多是一口答應的，
大家也抱着熱誠，希望將
訊息傳遞給公眾。

「任何仁」的真身是誰？

曾有傳「任何仁」的「死
訊」，是否屬實？

不知道「死訊」來源，由始
至終管理層也十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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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會見北大校長郝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
訊，12月7日，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在辦內會見來訪的北京大學校
長郝平一行，雙方就進一步發揮
「京港大學聯盟」作用，加強內
地與香港高校間的交流合作等問
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王志民指出，北京大學作為國
家頂尖學府，多年來與香港各界
建立了廣泛聯繫，有力促進了內
地同香港的教育、人文、科技、
經濟等全方位交流合作。尤其是
今年北大和香港科技大學牽頭成
立「京港大學聯盟」，為加強兩地
高等教育和科技合作搭建了新平
台。香港中聯辦將一如既往做好

聯絡促進工作，為協助北大與香
港各界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郝平表示，北京大學將繼續發

揮自身特色和優勢，充分發揮

「京港大學聯盟」作用，進一步加
強同香港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譚鐵牛及
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
訊，12月7日，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在辦內會見來港出席「中英
高等教育人文聯盟年度峰會」
的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陳
旭教授一行，雙方就進一步推
動清華大學與香港的交流合作
進行了深入探討。
王志民指出，作為國家頂尖

學府，清華大學多年來積極推
動與香港的交流合作，在教
育、科技、人文等各個方面都
與香港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
係。希望清華大學在推動兩地
高校的交流合作中能夠繼續發
揮引領作用。香港中聯辦將一

如既往做好聯絡促進工作，為
協助清華大學與香港各界的交
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陳旭表示，清華大學願意進

一步與香港各界廣泛加強溝通

聯絡，為推進內地和香港高校
在教育、科技、人文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貢獻力量。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及有關

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見。

王志民會見清華校務委主任陳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每年
元旦日，數百頭醒獅均會齊集尖沙
咀，讓市民及遊客能近距離欣賞龍獅
表演，感受醒獅歡騰、龍躍香江。
2019年元旦日將會舉辦第九屆龍獅
節，香港龍獅節籌備委員會昨日公佈
活動詳情，屆時醒獅隊將繼續往年路
線，由尖沙咀文化中心出發、沿廣東
道巡遊。
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陳鑑林表示，香

港龍獅節一直以傳承中華文化為目
的，舞獅表演更是其中一項中國傳統
歷史文化活動，每年也吸引眾多市民和
遊客參與，既宣傳了本地龍獅國術文
化，更為香港打造了一件旅遊盛事，備
受社會各界好評。
他指出，第九屆龍獅節將於明年1月1

日於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屆時數百頭
醒獅將由文化中心出發，沿廣東道巡
遊，讓市民及遊客能近距離欣賞龍獅表
演及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當日除了巡遊
表演外，亦於文化中心外提供多項表
演，包括舞獅表演及體驗活動，讓市民
及遊客能親身體驗舞獅活動。

籌委巴士巡全港推廣傳統
籌備委員會昨日舉行巴士巡遊活動宣

傳盛事，籌委會副召集人夏德建及譚定

邦亦有出席。車隊由沙田車公廟出發，
途經香港各大景點及廟宇包括西九高鐵
站、中環九號碼頭、九龍城侯王廟及筲
箕灣城隍廟等，舞獅活動醒獅隊亦準備
了精彩節目於沿途表演，將節日喜慶散
發全港。
香港龍獅節於2011年首辦，目的是為

香港打造盛事、為香港的旅遊業創造品
牌，並在舞龍、舞獅方面打造成世界領
導地位。籌備委員會亦聯同世界各地舉
辦「世界龍獅日」，今年已舉行至第三
屆，並邀請世界各地一同參與，分會場
遍佈6個國家及15個地區，包括佛山、
杭州、深圳、澳門、肇慶、上海、台
北、廣西北流市、美國夏威夷、三藩市
紐約、英國倫敦、越南胡志明市、新加
坡及馬來西亞。

龍獅隊蓄勢待發 元旦舞盡廣東道

不少人對「任何仁」的「誕生」
感興趣，周詠賢笑言起初構思

推廣「擊活人心」社區免費除顫機課
程時，希望製作較「生鬼」的卡通，
惟技術所限只能以簡單線條描繪，故
出現海報上的藍色公仔，「那時候已
經叫『任何仁』，選用藍色是為了和
消防處多使用紅色形成反差。」

傳理不教條「救一人即保一家」
海報推出後反應不俗，周詠賢與團
隊遂思考是否可利用「任何仁」作其
他形式的宣傳教育。他表示，考慮到
過去的教育工作大多為教條式，市民
未能完全掌握當中的資訊，故決定將
「任何仁」實體化，並以「接地氣」

的方式拍攝多條宣傳影片。
身兼導演、編劇及「洗腦」RAP

創作者的周詠賢表示，影片推出後反
應出乎意料之外，最希望一系列影片
可鼓勵市民勇於出手助人。
他介紹，由香港拳擊選手曹星如出

演的第三集是一個真人真事改編故
事，大約一兩年前有一名年輕男士在
運動時心臟病病發，幸有人及時伸出
援手，令該名男士接受心肺復甦而得
救。周詠賢事後接觸事主的家人，得
悉對方有一個僅數月大的孩子，「救
的不只是一個人，更是一個家庭。」
他透露，起初「任何仁」會以一般

吉祥物的「公仔人」打扮呈現，但團
隊卻發現在相關裝扮下，無法做到心

肺復甦法的動作，最後改為穿上現時
的緊身藍衣。
他坦言，由於「任何仁」的設計與

消防過去的宣傳有所不同，最初向管
理層介紹時亦有擔心，「可能有人會
質疑出唔出到街，但如果（宣傳）入
唔到屋，我認為是很可惜的事。」
他指出，部門及管理層也給予絕對

的支持及鼓勵，而專業的幕僚們亦一
口答應演出，令「任何仁」最終能呈
現於公眾眼前。

宣「應急三識」吸三百勇士
除了推廣 CPR及 AED，「任何

仁」最近亦開始在facebook宣傳「應
急三識」，即「識滅火、識救人、識
求生」，甚至宣傳器官捐贈。
救護監督（社區應急準備）吳宛茵

表示，「任何仁」的熱潮令「擊活人
心」課程報名人數有明顯增長，更出
現輪候的情況，早前的公眾教育講座
亦吸引近300名市民主動參與，對此
感鼓舞。
她指出，未來會安排「任何仁」多
「落區」推廣，繼續和市民拉近距
離，亦會繼續利用facebook的平台，
讓「任何仁」以不同形象接觸公眾，
冀市民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一身緊身藍衣的「任何

仁」，憑着破格的外貌、跳脫的形象及朗朗上口的「RAP（饒

舌）」，為新成立的消防處消防社區應急準備課打響頭炮，亦

令心肺復甦法（CPR）及去顫器（AED）在大眾腦海留下印

象。「任何仁」的幕後「主腦」、署理救護監督（新界西南）

周詠賢透露，每一位「任何仁」皆由專業救護員出演，但強調

「任何仁」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概念：「任何人都可在危

急關頭下協助救人。」

來源：消防處署理救護監督周詠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第三十屆「香
港人力市場」圓桌會議慶典暨「人才變革．
迎大灣區先機」午餐會昨日於金鐘港麗酒店
舉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主題演講時指
出，香港需由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將香港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及
加強與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三大方面把握
大灣區機遇。與會專家指出，大灣區對港青
而言，既是機遇亦是挑戰，把握先機者將佔
主動。
創會會員、Recruit出版人劉竹堅致開幕辭
時指出，2003年「沙士」襲港後，香港面臨
經濟低谷，政商學界人士發起圓桌會議，看
看如何幫助香港走出困局；如今香港迎來大
灣區機遇、全民就業，但興盛背後暗藏隱
憂，香港極缺創科人才，必須好好思考創立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多少人才優
勢？金融、貿易、法律等專業服務的「老
本」還能「吃多久」等問題。

張建宗：港助良企進出灣區
張建宗演講時指出，香港可憑其優勢推進
以下三大重點工作，並為香港專才迎來新機
遇。第一項重點工作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因香港擁有多間世界級
的大學、雄厚的科研實力、健全的司法和知
識產權保護制度等，深圳則是聚集內地創科

資源和人才的樞紐，香
港可利用香港高度國際
化的營商環境，匯聚本
港、內地以至全球的創
新資源，一方面將國際
創科企業「引進來」大
灣區，另一方面幫助內
地創科企業「走出
去」。
「第二大重點工作

是便利香港的優勢產
業，特別是醫療和教
育方面落戶大灣區，
利用大灣區的豐富資
源補足香港產業缺乏土地和人力的問
題。」張建宗指出，香港的優勢產業在廣
東省有市場需求，若能借助大灣區建設的
機會，透過政策的進一步創新和突破，該
些產業將可進一步在大灣區內提供優質服
務，同時讓香港的專業人才有更多大展所
長的機會。
第三大重點工作是希望透過政策創新和突

破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張建宗指
出，服務業是匯聚生產要素的有效渠道，香
港的金融、法律、爭議解決、會計、管理、
工程及其他領域等專業服務均與國際水平接
軌，擁有廣泛經驗與網絡，可一方面為「走

出去」的內地企業提供集資、上市及打進國
際市場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迎來前所未有的
機遇，進入內地市場。

專家：港青應搶佔先機
香港城市大學客席教授陳鳳翔於討論環節

上指出，大灣區建設是嶄新領域，市場輻射
大半個中國，是「一帶一路」國策中的一個
重要環節，香港青年需勇於接受區內其他地
區年輕人的挑戰，在「混亂江湖中先入者佔
先機，成功屬於有充足準備者。」他指出，
即使創業失敗也不代表人生失敗，最重要找
到自己喜受的領域勇敢出擊。

聯通港優勢產業 拓港青灣區創科

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問真啲◀▲「任何仁」
的台前幕後亦
是專業的救護
員。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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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身衣任何仁 教人貼身救心
緣起着公仔衫難做心肺復甦 救護員好戲讓概念實體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聯會香港
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昨日表示，經過三輪會談
後，已與公司就調薪方案達成共識，工人可於
明年1月1日起獲上調3%(中位數)工資，另加
1.5%特別市場調整 (適用於前線營運部同事，
高級督察及以下職級)，頂薪點的工人同獲相
應調整。
同時，合資格同事可獲發放第十三個月及第十

四個月人工。而由明年1月1日起，生日的同事將
會獲發一張50元禮券，原有餐飲券則如常發放；
農曆新年新春津貼則由110元加至120元。
雙方亦達成共識，合約員工可獲加薪
1.5%。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對公司今次
考慮工會意見，以調整工人底薪為主表示歡
迎，工會同時希望公司繼續聆聽工會意見，及
時回應員工訴求，讓員工享受發展成果，改善
實質生活。

工聯促成機場地勤加薪逾3%

■EQ探望誕
下巨 B的同
事Angel。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EQ）近日有
喜事？她昨日宣佈，

其立法會辦公室同事Angel日前生了一
名BB女，更是一名巨B，重7.5磅，非
常可愛得意。EQ表示，Angel是其辦公
室首名享有14周產假的同事。
非常喜歡小朋友的EQ昨日在fb分享

Angel生BB的最新消息。EQ表示，自
Angel入醫院待產開始，自己既緊張又
擔心。在聽到BB女順利出世後，她十
分開心，更第一時間衝到醫院探望，更
急不及待抱一抱這個「小公主」。
EQ形容，BB女非常漂亮，手指仔又

尖又長。Angel說整個生產過程雖然好
痛，但見到BB女就立即好開心，而BB
女很像媽媽，有一頭密密的頭髮，相當
搞笑。BB女是Angel第三個小朋友，上
兩胎是仔仔，她隨即恭喜對方終於追到
個女。

繼續爭取改善餵哺空間
EQ表示，自己一直推動延長產假，

Angel當然可以優先享受14周產假。同
時，她也支持母乳餵哺。由於今年立法
會將有幾位新媽媽，無奈立法大樓內餵

哺室及空間都不足，通風系統亦未夠好，對母
乳餵哺媽媽不夠友善，她會繼續要求立法會盡
快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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