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師勸港人：放低手機 優先救人
當街阻躁漢襲擊婦女 嘆路人只顧拍攝竟無人施援

我心目中的叮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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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如梭，不覺中已來港一年有餘。香港的繁華
已不能用言語表達，總想快速瀏覽完香港的全部，
無奈時間太短，實在難以窮目。然而，無論你是香
港本地市民，還是遊客，都會被一種交通工具所吸
引，因為她見證着香港的歷史，承載着香港的文
化，點綴着香港的街區，憧憬着香港的未來，她的
名字叫—香港電車，因行車時會發出「叮叮」之
聲，故又名叮叮車。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叮叮車已成為香港最
具文化特色的標誌。在1904

年成立之初，當時只有26輛單層電車。而今香港共
擁有164輛雙層電車，當中包括兩輛古董派對電車
及一輛懷舊觀光電車，每日平均接載乘客20萬人
次，被譽為世界上仍在服務中的最大雙層電車車
隊。叮叮車之所以大受歡迎，在於她始終是香港最
綠色環保、最經濟實惠、最有效便捷的陸路交通工
具。在繁忙時段，每名電車乘客只佔用0.25平方米
的道路空間。叮叮車不僅在香港市民心目中佔有極
其重要的位置，亦是香港最重要的城市文化標誌，
獲《國家地理頻道》冠以「傳奇電車」之名。到了
香港沒乘坐過叮叮車的，就不叫到過香港。

一年多來，我也已經記不清搭了多少回叮叮車
了。但每次搭上駛往跑馬地的叮叮車，都令我有許
多美好的感受。

「叮叮……」圖案色彩斑斕，我喜歡它的多元。
如果說叮叮車都是工業生產線上的統一範本的話，
那麼最能區別它們的便是那美麗多樣的「外衣」。
車廂外皮的各色廣告就是香港多元文化的集中體
現。車體顏色、廣告語言、內容設計、圖形展示等
等都有着極強的表現力，讓人感覺每輛叮叮車都是

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它們穿行在鬧市街區，一幅幅
流動的藝術畫作令藝術香港增色無限。美國智庫傳
統基金會發表《2019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連
續25年將香港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名。具
有百餘年自由港的香港長期奉行自由貿易經濟政
策，雲集了全球商貿精英，東西文化在此深度交
融，香港的多元生活精彩綻放。

「叮叮……」由遠及近駛來，我喜歡它的穩當。
叮叮車的時速一般在20至30公里，我每每坐在叮
叮車上，徐徐經過琳琅滿目的商店和人頭攢動的大
街之時，精美的香港景色圖畫總能在我的腦海裡多
停留一分。相比城市中風馳電掣的巴士和的士，叮
叮車的穩當正是香港人喜歡叮叮車的重要因素之
一。我不禁想到，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香江依然繁榮穩定，最重要的不就
是一個「穩」字嗎？回歸以來，香港在「一國兩
制」這條「軌道」上已經平穩順暢地運行了22年，
期間雖然也遇到一些風雨，但在愛國愛港人士和廣
大市民的共同守護下，都能順利渡過難關，繼續前
行。面對當前遇到風浪，只要大家團結一心，同舟

共濟，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的路
就會越走越寬，越走越順暢。

「叮叮……」深夜入站停歇，我喜歡它的優雅。
凌晨時分，最後一班叮叮車緩緩駛入跑馬地電車總
站，在夜色霓虹的映襯下，更顯它的優雅與安詳，
每每於此均不捨下車，還想細細品味，期待再與它
的邂逅中續寫我的香江情緣。

青工部 黃承祖

■叮叮車穿梭灣仔鬧市。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中，
或多或少有機會擔當照顧
者的角色。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於昨日發表的
網誌上指出，特區政府會

持續致力加強支援照顧者，並已就此展開一
項照顧者政策研究，期望可更全面地探討照
顧者的需要，就照顧者不同的歷程有不同配
套，包括一位「新手照顧者」所需的培訓、
「長期照顧者」的支援，以至如何善用「退
役照顧者」的經驗，讓他們從自助走向助人
等，發展一套較全面的政策建議。
羅致光指出，勞工及福利局現時不少的政
策工作都與照顧者有關，而支援照顧者的需
要，除要有暫託/暫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經濟援助、輔導服務等常規的支援服務
外，起動社會資本為照顧者建立社區的支援
網絡，與常規服務互相補足亦很重要。
他續說，照顧者的照顧對象可能是年邁體
弱的父母、殘疾或長期病患家庭成員，或者
是幼兒和兒童，「有些情況，照顧者的角色
會遽然臨到，令到新手照顧者手足無措，甚
至出現角色衝突，例如要放棄原有工作，全
時間投入照顧者的角色，連社交生活都同時
受到影響。這些照顧者承受的心理壓力之
大，不言而喻。」
事實上，不少照顧者表示，他們需要精神

上的支援尤甚於常規的支援服務。

為了更有效紓緩照顧者的情緒和社交需
要，法國的照顧者協會早於2003年率先推行
「照顧者咖啡室」的概念，讓照顧者可以找
到一處有歸屬感的地方，在輕鬆自由的氣氛
下，得到社工和心理學家等的專業人士支
援，並與其他照顧者交流經驗。

咖啡室助照顧者紓壓
羅致光指出，參考法國的經驗，社會褔利

署與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自去年10月起合作，
在大埔及北區設立4間「社區照顧者咖啡
室」，他日前便到過位於上水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社區照顧者咖啡室」，了解其實際
運作。
他指出，該處除透過營造咖啡室的環境提

供一個聚腳點，讓照顧者可以一站式獲得所
需資訊外，協會又安排義工暫時照顧幼兒、
長者或殘疾者，讓照顧者可享片刻閒暇，與
其他「同行者」互相交流，分享經驗，從而
紓緩照顧者的壓力。
同時，咖啡室是協會的照顧者訓練計劃的

一部分，該計劃除提供照顧幼兒和長者的基
本護理訓練外，義工如識別到有輔導或福利
需要的照顧者，會轉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
專業社工跟進。
他表示，上述4間咖啡室至今已為約440名
照顧者提供支援。由於照顧者對咖啡室的運
作模式反應正面，故現時大埔及北區有另外6
個針對不同對象的服務單位亦增設了咖啡室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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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照顧者 兼顧新丁老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積

金局主席黃友嘉昨日發表一篇題為
「緊貼國際退休保障發展 創造強積
金數碼新時代」的網誌，指過去一年
環球及香港的政經環境充滿變數，猶
幸強積金表現依然穩健。截至今年10
月底，2019年已扣除費用及開支的強
積金制度回報為8.6%，跑贏同期通
脹。他表示，在數碼轉型的大趨勢
下，退休金業界亦須提供與時並進的
服務予普羅大眾，積金局預期於2022
年建成的「積金易」平台，可為僱
員、僱主、業界和積金局「四方」締
造「更快」、「更易」、「更好」及
「更平」的四大好處。
黃友嘉指出，強積金回報跑贏同期

通脹，足證強積金制度是一根堅實可
靠的基本退休保障支柱，其設計能有
效平衡風險與回報水平，為計劃成員
提供穩定的退休保障；亦反映積金局
持之以恒改革強積金制度的成效。
他續說，積金局於上月獲國際退休

金監管機構組織（簡稱IOPS）通過成
為執行委員會成員。IOPS是世界各地
私營退休金監管機構交流及制定監管
準則的高層次組織，這意味積金局可
透過更直接參與IOPS的工作，為全
球退休金監管及政策發展作出更多貢
獻，及掌握國際趨勢為強積金制度進

行深化改革，為計劃成員創優增值。

盼「積金易」平台創四好處
黃友嘉指出，近年世界各地金融科

技迅速發展，特區政府亦已於去年委
任積金局負責構建和營運「積金易」
平台，目標是在2022年建成。他指
出，當平台正式投入服務時，強積金
制度已運行了廿多年；到2040年，第
一代的成員將踏入退休年齡。
因此，建構「積金易」平台的目的

是解決強積金制度多年來以分散模式
處理行政工作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把
強積金計劃的行政工作標準化、精簡
化和自動化。
他希望透過平台創造出「更快」、

「更易」、「更好」及「更平」的
「四大好處」，過程中除了採用最先
進的技術設計和營運模式之外，早前
亦向不同的中小微企、大機構、業界
和專業團體合共收集了平台的具體功
能、操作細節等超過100項意見。
他強調，由於「積金易」是結合硬

件、軟件及支援服務的全新強積金生
態系統，期望對強積金制度和規例擁
有豐富經驗和掌握創新金融科技的兩
方智慧連結一起，為430萬計劃成員
及30萬名僱主創造出一個可應付未來
長遠發展需要的數碼平台。

積金回報8.6%跑贏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曉瑩）

義務工作發展局昨日舉辦「2019

國際義工日嘉許禮」，嘉許及表揚

逾百名義工和義工團體的付出。獲

得「義勇獎」的中學外籍教師

John Lester Blaney，冒着生命危

險阻止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施襲，

他表示當時只是想着剛去世不久的

母親生前經常對他說的一句話：

「要做正確的事。」所以當下就義

無反顧地去救人。他慨嘆事發時有

很多市民目睹事件經過，卻沒有人

上前阻止或報警，只是拿着手機錄

影，他指這對事件毫無幫助，認為

香港人「應該放下手提電話」。

■羅致光到
訪位於上水
綜合家庭服
務 中 心 的
「社區照顧
者咖啡室」。

網誌圖片

▲ John Lester Blaney 表
示，他只是在做自己認為正
確的事，不必刻意嘉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 攝

▶義務工作發展局昨日舉辦
「2019 國際義工日嘉許
禮」，賓主與得獎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 攝

昨日國際義工日嘉許
禮上，有兩名消防員獲
得嘉許。陳顥軒及鄭健
豪均為寶林分區的消防
員，有一天他們休班於

大角咀一家酒吧消遣時，突然聽到只
相隔一條行車線的一家已經打烊的甜
品店傳來爆炸聲，並隨即冒出大量濃
煙，當中亦有火光。他們隨即到現場
評估情況，同時亦報警通知該區消
防，並向附近的酒吧借來滅火筒進店
尋找火源救火，幸好火勢不大，10
分鐘後成功救熄。
陳顥軒表示，當時雖然沒有裝備，
但火勢並不嚴重，因此便裝亦能應

付。再者，滅火是消防員的職責，即使是休
班消防員亦應該在安全的情況下出一分力。
「獎項只是意外收穫，我們只是在剛剛好的
時間，剛剛好的地方，做剛剛好的事情。」
鄭健豪表示，一開始有擔心過現場的安

全，畢竟店內曾發生過爆炸，但見到現場情
況就想救火。「沒有想過會因為一場小火災
而獲獎，因為自己本身就是消防員，救火是
自己的職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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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顥軒及鄭健豪均表示，救
火是他們的職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曉瑩 攝

獲得「義勇獎」的其中一名得獎者為來
自加拿大的外籍教師 John Lester

Blaney，他於香港工作近25年，在馬鞍山
潮州會館中學任教。今年5月，當時他正
在馬鞍山恒安商場前往用膳的途中，聽到
一旁路過的疑似夫婦在吵架，其後該名女
士尖叫，他轉頭便看到該名男子把她拖下
樓梯，並手持一個白色的塑料袋向女子砸
過去。John見狀馬上上前阻攔男子再度襲
擊，其後該名施襲的男子逃離，但當時女
子已身受重傷，頸部及左耳大量流血。

John立刻報警，並向在場圍觀的市民借紙
巾讓女子捂住傷口等待救護員。

憶亡母教誨：要做正確的事
他表示，當時聽到女子的尖叫後，潛意

識覺得事情不妥，因此回頭幫助女子脫
險。「因為當時我的母親剛去世不久，她
生前一直跟我說『要做正確的事』，也許
是我太想念母親，所以當下就義無反顧地
去幫助該女子。」但他認為，這不是一個
好的結局，只是一個在壞結局裡的最好解
決方法，雖然各方最後都安全脫險，但女
子依然受重傷，一個家庭破碎，一個小孩
受影響，所以這不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他並笑言，這不是一件應該「嘉許」的

事情，「當我收到電話邀請我來參加嘉許
禮時，我的第一句回應是『No, thank
you』，因為這是身為一個市民應該做的
事情。」最後是他的父親對他說：「這是
證明你做的決定是有價值的。」他才決定
出席嘉許禮。

事後無人報警 個個只顧錄影
最後，他認為香港人應該放下手提電
話，因為事發時商場裡有很多市民目睹事
件經過，但沒有人上前阻止，事後亦沒有
人幫忙報警，只會拿着手機錄影，他指這
是對事件毫無幫助的舉動。
聯合國將每年12月5日定為國際義工
日，鼓勵各地政府及團體嘉許義工的貢

獻，並鼓勵市民踴躍登記及成為義工。昨
日在「2019國際義工日嘉許禮」上，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表示，香港是一個富
有人情味的大都市，近年亦積極發展關愛
共融社會，至今已經有超過3,700間機構
及130萬市民登記及成為義工，相當於每5
名市民中就有1名是義工，成績令人鼓
舞。他認為義工工作要薪火相傳，除了市
民的支持外，亦需要吸引更多年輕人參
與。
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沈之弘致辭時表

示，過去一年香港義工團個人及團體會員
總服務時數達85萬小時，為有不同需要的
服務對象無私付出愛心、精神時間和能力
提供服務，值得嘉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