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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種風情凝海港，一碗糖水念香江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香港，或如初見般的期
待，或如記憶中的風情。雖然有太多的言語可以訴
說香港，太多的圖像可以描繪香港，太多的歌曲可
以頌唱香港，太多的電影可以表達香港，可如果真
要用一個描述來概括心中的香港，我卻詞窮語盡。
香港的內在多源、外在多元，如果只用自己熟悉的
尺度和框架去衡量和評價，難免流於片面，無法展
現她的千種風情。

小時候，雖沒來過香港，卻一直在心裡惦記她，
嚮往她。香港的一個世紀，是鴉片戰爭的屈辱；是
淪陷於日寇的絕望；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也是回
歸祖國懷抱的榮光。香港的一年，是太平山的初
春，滴翠沁芳；是南丫島的盛夏，碧濤白浪；是郊
野公園的秋天，遍山紅葉；是維園的冬日，人聲鼎
沸。香港的一天，是中環的早晨，西裝革履白領們
的匆忙步伐；是尖沙咀的正午，購物中心裡熙熙攘

攘的人群；是大澳的黃昏，夕陽吻着的沙
灘海岸；是旺角的黑

夜，人聲燈影的交錯闌珊。
十年前在香港求學時，她的優雅，她的美麗，深

深地印入我的腦海。吐露港煙波浩渺，是余光中詩
情搖盪；淺水灣歌舞昇平，是張愛玲文思徜徉。金
庸的武俠世界，劍影刀光；倪匡的科幻天地，兒女
情長。蔡瀾的飲食真經，饕餮盡嚐；黃霑的歌詞曲
文，美句華章。無間道上，彌漫着梁朝偉的彷徨；
胭脂扣旁，縈繞着梅艷芳的感傷。百變時裝，有着
張天愛的雲裳；千千闕歌，那是張國榮的吟唱。一
處處美景，一幅幅圖片，一段段故事，承載着香港
的歷史；一個個姓名，一張張容顏，一串串記憶，
無不展現着香港融貫中西的文化。

離開香港很久後，因為工作關係又重返故地。每
天工作於此，生活於此，逐漸對香港，尤其是對香
港飲食又有了全新的認識和感受。作為馳名中外的
美食之都，香港既有來自全球各地的特色美食，也
有延續百年的傳統風味；既有光彩照人的米芝蓮餐
廳，也有深藏不露的街邊排檔。多元的文化，造就
多元的美食，只有生活在其中，體驗在其中，才能
真正感受到她的魅力。

香港美食，我最愛是糖水。香港人管吃甜品叫
「食糖水」。承襲了廣東飲食傳統與文化的香港，

將糖水格局推向了更多元且獨特的境界。香港

的糖水種類繁多，看似簡單的原材料，能組合出千
變萬化的美味，且具備「夏秋去暑燥，冬春防寒
涼」的功效。紅豆沙、芝麻糊、絲襪奶茶等傳統糖
水融合了中國風，典雅細膩；西米撈、楊枝甘露、
摩摩喳喳等新派糖水融合了西洋風，時尚新穎。博
大精深的底蘊擁有相容並包的胸懷，中西合璧，古
今交融，造就了香港糖水迷人的味道和獨特的風
格。

香港作家亦舒說過：人生無常，先吃甜品，既然
盡歡，也就無憾。這句話也折射出香港人對於糖水
的熱愛。或飯後茶餘，或休閒小憩，隨時隨地來碗
糖水，已成為很多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糖水
也已融入香港人的精神世界，被賦予歷史傳承與時
代創新下的愉悅與幸福。

靈活的飲食方式，體現着香港開放、自由的環
境；繁多的糖水種類，也反映出香港人傳承、創新
的精神。不管糖水的做法複雜與否，香港人從不簡
化這些工序，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步驟，他們也會保
持一如既往的認真態度。但堅持傳統工藝的同時他
們也不盲從，不放棄自己的思索，靈活多變地完善
每一個小細節，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配方。這看
似簡單的推陳出新，也是香港精神的一種體現。一
款款經典糖水，背後或是匠心傳承，或是探

索創新，靠的是經年累月投注心血汗水的刻苦耐勞
與勤奮拚搏，其間也融匯着香港人開拓進取與靈活
創新的精神。

一碗糖水，香港味道。她是現實的，充滿生活氣
息的畫面；也是詩意的，恍若電影蒙太奇的片段。
粵語的「收工了，去食番碗糖水好喇」，不正像唐
代詩人白居易《問劉十九》的那句：「晚來天欲
雪，能飲一杯無」嗎？

社聯部 趙峰

■一碗糖水，香港味道。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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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去年底有
女子在整容中心注射肉毒桿菌針後不
治，涉事醫生年齡高達86歲，令社會關
注應否為執業醫生設年齡上限。
醫委會昨日開會後決定，不會為醫生
執業年齡設上限，亦不會強制年老醫生
驗身。
根據衛生署數據顯示，現時本港有超
過300名醫生年屆80歲或以上，而現時

醫生註冊條例並沒有規範醫生的執業年
齡。
醫委會主席劉允怡、委員麥列菲菲和

蔡堅，以及代表病人組織的業外委員等
昨日開會討論，是否應為醫生年齡設執
業上限。醫委會最後議決認為暫時不宜
引入相關要求。
本身是肝膽胰外科醫生的劉允怡在會後

表示不認同設限，指參考了海外經驗及翻

查過往投訴數據，及醫生被裁定專業失德
個案等，涉事醫生的年齡很平均，未能證
明醫生年紀越大越易犯錯，認為不應以年
齡「劃線」，而會上大部分委員都表示認
同故決定擱置。

未必有法律權力強制驗身
對於有委員提議要求醫生到特定年齡

需定期驗身，委員會亦認為不可行，未
必有法律權力強制醫生跟從，劉允怡表
示，很難找到客觀的檢查方法檢驗醫生
在精神及體力上是否適合做醫生，「不

能只是驗眼及驗身，像檢驗駕駛能力那
樣，只驗視力及驗體力便行，醫生的行
業不是這樣，最重要是醫生知道自己的
能力去到哪裡。」
醫委會業外委員、病人政策連線主

席林志釉在會前表示，對於是否為醫
生執業年齡設上限，持開放態度，又
指不希望醫生數目會因為劃線而突然
削減。
他說，醫生年紀愈大，經驗及知識應
該愈廣闊，不相信醫療事故必然是醫生
年齡大引起。

醫委擱置醫生執業設年齡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消息指，行政會議前日已通過接納
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檢討報告，同意
將法定最低工資由現時的每小時
34.5元增至37.5元，加幅為8.7%，
並於今年5月1日生效，料逾15萬
名打工仔女受惠。有勞工界立法會
議員指出，現時的加幅僅屬最低可
接受程度，最低工資水平仍然滯
後，促請政府盡快將最低工資由
「至少兩年」檢討一次改為一年一
檢。
香港法定最低工資由2011年5月1

日開始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及
後每兩年修訂一次，分別調升至30
元、32.5元及2017年5月實施的34.5
元。若今次將最低工資上調至37.5
元，升幅將屬歷來最高。

潘兆平何啟明挺一年一檢
勞聯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潘兆平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據他了解，
37.5元的水平是勞顧會勞方委員努力
爭取回來，已比原來的水平屬相對可
以接受。
不過，他指出，由於現時的最低工

資水平嚴重滯後，因此對最低收入打
工仔的保障並非太理想，故勞工界對
今次加幅只屬勉強接受，僅對議價能
力低的打工仔有些許幫助，希望當局
盡快實施最低工資水平一年一檢。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亦

指出，現時百物騰貴，港鐵又於本月
1日起加價，對基層而言是一種負
擔，故最低工資上調至37.5元仍與預
期有差距。
「工聯會希望加至40元以上，現

時僅屬最低可接受程度。」他續說，
工聯會還會繼續爭取一年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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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年近歲
晚，家家戶戶忙於「大掃除」，家務助
理的需求量大增，甚至出現供不應求的
情況。工聯會屬會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
從業員協會昨日召開記者會，提醒業界
百忙中亦要時刻留神，提防「四類陷
阱」，特別是清潔窗戶時要量力而為，
避免發生墮樓意外。
協會名譽會長周桂英昨日表示，每年農
曆新年前夕是家務助理最繁忙的時候，一
般家庭「大掃除」需要聘請兩名家務助
理，每次至少工作4小時。隨着市場上的
需求增加，例如年輕中產夫婦聘用家務助
理有上升的趨勢，不少工友新年前的檔期
已滿，年廿九、年三十的收費更達每小時
200元，較往年升10元至20元不等。

需技術經驗 理應受保障
她強調，雖然每年有不少人報讀相關課
程，惟行業的流失率大，導致供不應求的
情況發生。

她解釋，由於家務助理的工作欠缺保
障，即使每天工作達8小時，亦不在俗
稱「4．18」（連續性僱傭合約）的勞工
法例保障範圍內，工友缺乏安全感，寧
可找一份全職、有保障的工作，故離開
家務助理的行列。她認為，家務助理需
要一定技術和經驗，理應受保障。

清潔窗戶防墮樓意外
不少家務助理或把握旺季，每天為多

於兩個家庭進行清潔工作。周桂英提
醒，過去時有發生清潔窗戶引起的意
外，單是2016年至去年，至少有8人因
在清潔窗戶時發生墮樓意外。
她說，家務助理或貪圖快捷便利，而
將身體伸出窗外，惟事實上應使用適合
的窗刮輔助，避免站在凳上令重心偏
移：「現時有些樓宇的窗戶呈鑽石形，
是最難做的。室內當然可以清潔好，但
窗外若（家務助理）無能為力，亦應該
安全至上，僱主應理解。」

周桂英又指，清潔用品有不同酸鹼
值，若不小心混合容易產生毒氣，工友
混合清潔劑時應看清楚標籤，以免灼傷
皮膚或吸入毒氣。
入行近20年的家務助理李女士分享經

驗，她曾以俗稱「廁所水」的清潔劑去
除坐廁污垢，成效不顯著，遂加入漂白
水，豈料隨即傳出惡臭的強烈氣味，李
女士即使戴着口罩，亦立刻嘔吐及頭

暈，「感覺如同休克一樣。」

搬重物用正確姿勢
協會又提醒，家務助理搬重物件或清

潔地板時，要注意正確姿勢，避免扭傷
或跌傷。而攀高清潔天花板、冷氣機或
吊燈等高空工作時，要善用安全工具，
例如選用設有扶手的長梯，避免墮下受
傷。

家務助理需求增 工聯囑防四陷阱

■家務助理「大掃除」危機四伏，工聯會呼籲勿疏忽。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 攝

百日咳又名「雞咳」，患者初時可能並
無特別病徵，只會流鼻水、打噴嚏、

輕微發燒和咳嗽，但咳嗽會日益嚴重和加
劇，妨礙病人飲食和呼吸。細菌亦會令肺部
受感染，嚴重者可導致抽搐及昏迷不醒。衛
生防護中心轄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
昨日舉行會議，並通過孕婦在懷孕期間接受
百日咳疫苗的做法。

部分嬰兒ICU留醫
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

員會主席周鎮邦於會後表示，本港去年整體
感染百日咳數字達110宗，較2017年69宗
上升近一倍，當中約40%感染者為6個月以
下嬰兒，雖然並無死亡個案，但部分需留醫
深切治療部。

他續說，去年個案中最年長患者為81
歲，近年全球數據亦顯示，由成年人傳染嬰
兒的個案有增加趨勢，原因包括疫苗效力會
按年遞減等。

研青少年是否有需要補打
他指目前全球只有香港及韓國須注射6針

百日咳疫苗，形容「做得好足」，而最後一

針於小六注射，會研究青少年是否有需要補
打，但目前未有相關效率數據。
周鎮邦指出，現行做法是嬰兒出生後兩個

月始接受第一針百日咳疫苗。參考世界衛生
組織及其他英美國家的做法，委員會初步建
議本港孕婦可在懷孕27周至34周期間接種
百日咳疫苗，孕婦一般在14天後能產生抗
體，並在嬰兒出生後透過母乳傳遞抗體，有

效期可達半年；同時避免母親自身患上百日
咳傳染嬰兒，故建議懷孕期間沒接種疫苗的
孕婦補打。他指出，有關決定獲婦產科等代
表支持。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秘書處會

將委員會的建議詳細寫成報告，再交給公營和
私營醫療機構，實際執行時間表及財政預算等
細節，仍需待相關機構商討後再作公佈。

■衛生防護
中心初步建
議本港孕婦
於懷孕27周
至34周期間
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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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久咳未癒令

都市人苦惱不堪，其實可能是患上百日咳博

德氏桿菌引致的百日咳。雖然香港每年呈報

的百日咳個案不算太多，但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最新數據顯示，去年百日咳感染個案是

回歸以來首次破百宗達110宗，較前年增加

41宗。衛生防護中心昨日開會通過，本港

孕婦在懷孕期間接種百日咳疫苗，初步建議

她們於懷孕27周至34周期間接種疫苗，冀

保障初生嬰兒首兩個月「真空期」免受感

染，惟實際推行時間及財政預算等仍有待相

關部門商討。

咳

▶▶衛生防護中心冀保障初生衛生防護中心冀保障初生
嬰兒首兩個月嬰兒首兩個月「「真空期真空期」」免免
受感染受感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