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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歷來重視農曆新年，過去24年來，旅遊發

展局舉辦的新春國際匯演一直是深受市民歡迎的

賀年節目。即將踏入鼠年，由於黑暴陰霾未散，

旅發局將以全新形式舉辦活動，由以往只於大年

初一晚舉行匯演，改為從大年初一到初四一連4

天舉行大型嘉年華。會場位於西九文化區。不同

於過去的花車表演，今年採用新形式，邀請多支

國際表演團隊來港進行巡遊及舞台表演，更有巨

型卡通老鼠和其他卡通裝飾供人「打卡」，歡迎

市民及遊客免費進場體驗。惟近半年來，香港一

直受暴力示威影響，故今年場地入口將設有安檢

環節，或增添少許不便。

嘉年華慶新春 西九巨鼠迎賓
初一玩到初四 入口設安檢防黑魔踩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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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5日至1月28日
（年初一至年初四）

下午2時至8時（1月25日、27日及28日）
下午2時至5時（1月26日）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全免

25日下午4:15
26日下午3:00
27日及28日下午3:00及6:00

印度流行舞團「V.Unbeatable,India」
菲律賓嘻哈舞蹈組合「UPeepz and Vpeepz」
奧地利雜技隊
「The Freaks Acrobatics Showteam」

澳門美食車
米芝蓮推介韓國小吃「Kelly's Cape Bop」
日式攤位「共洋」的北海道四大名蟹

巨型卡通老鼠佈景
《好餓的毛毛蟲》充氣裝置

旅發局昨日公佈，將於大年初一（25日）至初四（28
日）舉行新春國際匯演，活動由國泰航空冠名贊助，

將於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入場費用全免。
主辦方共邀請了48支表演隊伍，其中26支團隊來自海

外，數目是歷年之冠，另有22支本地表演隊伍，表演者總
數逾千人。他們在4天內將獻上6場巡遊、約90場演出，每
場巡遊時間為30分鐘，繞場進行。

充氣《好餓毛毛蟲》任打卡
適逢是十二生肖的鼠年，會場將設有巨型卡通老鼠雕塑，
增添新春氣氛；另有一座以受歡迎的幼兒讀物《好餓的毛毛
蟲》為原型的大型充氣裝置，供小朋友們留影打卡。新春嘉
年華還首次舉辦賀年市集，共有15個美食及娛樂攤位，呈
現美式、台式、韓式等國際和本地特色食品。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表示，今次新春
匯演是旅發局在設計上的全新嘗試，未有採用往年常用的花
車，但相信巡遊及舞台表演能為市民帶來同樣滿足的體驗，
且是次活動延長至4天，參與者在時間上更為靈活。

內地團雖減 料入場人數相若
他透露，今年的匯演籌辦費用較去年高出800萬元，總額

為4,200萬元，希望為觀眾提供更精彩的節目和活動安排，
「以往未試過咁豐富。」
雖然現時香港旅遊業正處於低谷，近期內地旅行團訪港數
量亦大減，不過，洪忠興預計總參與人數與往年相若，可達
15萬人，或有來自其他市場的遊客補充減少的內地份額。

向遊客「傳信」：香江依然好客
此外，近半年來香港持續發生暴力衝擊，主辦方考慮遊客
及表演者的安全，將加設安檢環節，還會與警方合作密切關
注場內情況，但保安人手方面則與往年相若，不會特別增加
人手。為保證參觀體驗，同一時間在場人數將限制在1.5
萬。
被問及如果有人於會場內叫口號、合唱等，大會會否阻
止，洪忠興表示，如相關活動未對其他人造成滋擾，則不會
主動制止。
旅發局主席彭耀佳則希望藉今次新春匯演向海外旅客傳遞
正面信息，「香港仍然好客，仍然具有旅遊吸引力。」

今年適逢鼠年，老鼠
是生肖之首，亦象徵新
的開始，所以旅發局大
膽創新，以全新形式舉
辦這次年度盛事，除了

場地佈置精美，節目更是精彩十足。
場內亦有美食攤位，包括米芝蓮指南
推介的韓式街頭小吃，以及澳門美食
車提供免費澳門特色小食等。會場並
設有多個免費工作坊及特色遊戲攤
位，有得睇、有得食，更有得玩。
26個海外表演團隊，可謂人才濟
濟，包括曾躋身《美國達人》節目的
印 度 超 凡 舞 藝 勁 旅 「V.Unbeat-
able」，這支舞團成員都很年輕，他們
將以高難度的高空拋接動作，為香港

觀眾獻上強勁舞姿。

菲律賓舞團表演嘻哈舞
還有曾於「NBC世界舞蹈大賽」及

「HHI世界街舞錦標賽」奪冠的菲律賓
團隊「UPeepz and Vpeepz」，他們將
表演活力四射的嘻哈舞。此外，屢獲殊
榮的奧地利狂熱雜技隊「The Freaks
Acrobatics Showteam」亦將來港出席
表演，喜愛雜技的朋友不容錯過。
本港表演隊伍亦是花樣繁多，包括

芭蕾舞、舞龍舞獅、魔術、花式足球
和跳繩等。
嘉年華除了有得睇，更有得食。來
自澳門的美食車，以可愛的澳門旅遊
吉祥物「麥麥」為司機，向參觀者提

供免費澳門特色小食，
包括葡式蛋撻、木糠布
丁等。
獲米芝蓮指南推介的

街頭小吃餐廳「Kelly's
Cape Bop」則主打韓式
健康小食，紫菜飯卷、
辣炒年糕等都廣受歡迎。港人向來喜
愛日式飲食，今屆參加展會的日本餐
館「共洋」，將提供原汁原味的北海
道四大名蟹：鱈場蟹、松葉蟹、花咲
蟹和毛蟹。
會場每天並設有3個至5個免費工作

坊，遊客可以在小丑的帶領下扭氣
球、學習面部彩繪，並把紀念品帶回
家。展會贊助商亦設立特色遊戲攤

位，其中國泰攤位將擺放一棵許願
樹，讓大家將新年祝願卡拋到樹上。
遊客還可參與遊戲，寫下新年與家人
一起旅遊的願望，即有機會贏取機
票，實現願望。
香港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均將設

表演和拍照攤位，屆時卡通動物明星
將到場與眾人合影賀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海外勁旅獻技 又睇又玩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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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舉行發佈會，指「2020國泰航空新春國際匯
演」將於大年初一起一連四天於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巨型卡通老鼠佈景，增添新年氣氛。圖為模擬圖。 旅發局供圖

■巨型花燈佈置，勢將成為入場遊客的「打卡」熱點。圖為模擬
圖。 旅發局供圖

■會場內將設有多個大型佈景，供遊
客打卡留念。圖為會場模擬圖。

旅發局供圖

■菲律賓舞團「UPeepz and Vpeepz」曾獲多項國
際舞蹈大獎。 旅發局供圖

■獲米芝蓮指
南推介的韓國
小 食「Kelly's
Cape Bop」。
旅發局供圖■澳門攤位美食車模擬圖。 旅發局供圖

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引發全城關注，截
至昨日中午12時，醫管局接到的累計懷
疑個案增至30宗，當中13人已經出院。
特區政府果斷決定修訂現行法例，將不
明原因新型傳染病納入法定呈報疾病，
今日刊憲後直接生效。新例規定醫生要
通報，政府亦有權禁止有關病人離境和
實施隔離措施，對本港預防及控制疫症
非常及時。特區政府急事急辦，迅速修
例應對疫情，值得肯定，唯仍須在法例
執行上制定清晰指引，讓前線醫護更容
易執行，確保防疫成效。

本港現行《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簡稱《條例》）及其附屬法例《預防
及控制疾病規例》，賦予衛生署法定權
力，可以對傳染病接觸者進行檢疫及隔
離受感染的病人。但條例明定的50種傳
染病例如沙士、天花、中東呼吸綜合症
等，都是已知確定的傳染病，並不包括
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因此，日前有零星
個案，例如有曾到武漢的內地女子有發
燒、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感染病徵，
回港到醫院求醫，在未有化驗結果之
前，該名女子自行出院，去向未明。由
於在現行法例下，醫院無須就此種病例
呈報，醫院管理局及衞生署亦無權就不
明肺炎向病人發出隔離令，出現防疫漏
洞。若病人確診染有可人傳人的新型病
毒，但未有被隔離，對香港危害可以相
當嚴重。因此，修補法例漏洞刻不容
緩。

特區政府以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將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納入《條例》，展現急民所急、靈活應
對的管治作風，值得肯定和支持。修訂
條例後，賦予衛生署法定權力，對傳染
病接觸者進行檢疫及隔離受感染的病
人，醫生遇到病人病發前14日內到過武
漢等集中發病地區、出現發燒及有急性
呼吸道感染徵狀或肺炎病徵就要通報，
政府亦可禁止病人或與他有接觸的人離
開香港。將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納入法例
規定，增強了對市民健康的保障。

修例有利堵塞本港防疫漏洞，但有醫
生擔心，執行上會遇到困難，例如病人
不配合，醫護亦無可奈何。政府還應進
一步制定具體執行指引，主動向醫院和
醫生講解。如遇上有病人無視法例，醫
護可請求執法部門及時介入，通報入境
處防止病人離境，不讓「漏網之魚」成
為防疫的缺口。

自去年底武漢傳出集中爆發不明原因
肺炎以來，特區政府已經加強各出入境
口岸的疾病檢查措施，包括在機場增設
紅外線熱像儀，主要檢查武漢抵港航班
乘客的體溫；高鐵西九龍站亦加強了相
關檢查，所有由武漢來港的列車都會加
強防控措施。各政黨、團體近日均以各
種方式提醒市民做好個人衛生工作。民
建聯呼籲特區政府採取四大措施，包括
與國家衛生部門設立溝通渠道，盡快、
透明公佈最新資訊及澄清不實流言，各
口岸對來自武漢的乘客進行體溫篩查，
以及檢視藥物、隔離病床、防疫物資是
否足夠。特區政府應廣納眾議，與社會
共同努力，嚴陣以待把好防疫關。

從速修例利防疫 執行指引須清晰
葵青區議會昨日召開本屆首次大會，未開會

全體反對派區議員先齊唱暗含濃厚「港獨」意
味的反修例歌。反對派利用區議會的平台宣揚
「港獨」，對年輕人造成極其惡劣的示範效
應，更令區議會變質，淪為製造政爭、阻礙民
生的政治舞台，藉以狙擊政府有效管治。政府
必須高度重視區議會由專注民生走向糾纏政爭
的嚴重性，採取有效措施煞止反對派騎劫區議
會、散播「港獨」的歪風，以免香港進一步受
到禍害。

在反修例風波中出現的歌曲《願榮光歸香
港》，「港獨」的味道充盈。有資深傳媒人形
容，「這是一場奪權的政治運動。反修例和『五
大訴求』都是幌子，『港獨』才是真的。這首歌
以『心理暗示』製造條件反射，對人的心理和行
為產生影響，年輕人最易中招，一個貼地的字是
『洗腦』。」

《願榮光歸香港》鼓吹「港獨」，挑戰「一國
兩制」底線，暴露反修例風波的「顏色革命」本
質和「本土」恐怖主義的特徵，本應禁止，在區
議會會議奏唱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眾所周
知，雖然區議會的性質只是地區諮詢架構，職責
是就地區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但區議會也是管
治架構的組成部分，區議員屬於建制成員，理應
認同「一國兩制」、遵守基本法。現在反對派區
議員公然在區議會唱「獨歌」，若不能及時制
止，情況恐更肆無忌憚，必然會對市民、尤其是
年輕人傳遞錯誤信息，既然區議員可在區議會內
唱「獨歌」，被誤導的年輕人更可以毫無顧忌地
唱頌，等同為「港獨」推波助瀾。

區議會是處理社會民生事務的機構，向來專注
地區事務、服務居民，如今反對派倚仗佔據區議
會多數議席，一上場就扭曲區議會的功能，先唱

「獨歌」，煽惑人心，將反修例風波的顛三倒
四、撕裂社會作風引入區議會，一來報答激進選
民的支持，二來趁勢製造追究「警暴」的話題，
暫停、取消多項上屆區議會已通過、甚至已動工
的地區建設項目，實行政治先行、民生靠邊站。
區議會高度政治化，地區建設推倒重來，民生服
務在區議會議程上一拖再拖，受害的只能是普羅
大眾、基層市民。

政府改善民生、造福市民，包括開發土地、增
建房屋，程序上都與特定區議會有關。可以預
計，區議會被反對派騎劫後，各項地區民生建設
推進更舉步維艱，反對派必然千方百計刁難官
員，換取更多政治利益，以地區民生建設為籌
碼，逼政府允許反對派在社區讓反中亂港言論、
乃至「港獨」思潮遍地開花，連儂牆、《願榮光
歸香港》未來可能在各區大行其道。民生建設寸
步難行，「港獨」思潮變本加厲，勢必進一步動
搖政府管治，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反對派區議員高唱「獨歌」，區議會高度政
治化，惡果逐步浮現，後果不堪設想，政府絕
不能因為目前情況尚算平靜而掉以輕心，應該
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必須採取果斷措施防微杜
漸。按照《區議會條例》第34條規定，區議會
的候選人須作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的聲明。現在反對派區議員公然在區議會內唱
「獨歌」，顯然違反參選聲明，更可能因作出
虛假聲明而違法，一旦罪成，恐會喪失擔任區
議員資格。政府必須嚴格按照《區議會條例》
的規定，提醒區議員遵守法律，知所行止，不
能將區議會變成鼓吹「港獨」的政治宣傳平
台；對屢勸不改者，更應認真考慮採取法律行
動，絕不能對區議會播「獨」煽「獨」坐視不
理。

區議員唱「獨」歌煽惑人心 須堅決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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