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方同學：停課期間在家裡很閒，復課
見到同學，能和他們聊天很開心！我來年升
讀中四，雖然停課了，但學校仍有提供各類
選科資訊供我們參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中五級林同學：我本身是健康學會的成員，
所以在復課日擔任義務「健康活動工作人
員」，協助量度體溫，提醒同學要洗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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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

增一宗新冠病

毒的確診輸入

個案，患者是

24歲留學美國的男生，周二（26日）由美國返港，令確

診個案累計增至1,067宗。另一方面，本港已是連續13天

本地零感染，政府抗疫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認為，若至下月4日仍沒有新增本地個案，

應可取消限聚令，讓巿民逐步回復正常生活，惟在人多地

方仍需戴口罩。

24歲留學男生 美返港後確診
許樹昌：若至下月4日仍無本地新症 應可撤限聚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的「神」文化
保安部 元復

不覺來到香港已經半年有餘了。以前我也多次
來過香港，但每次都因時間短暫而如過客般走馬
觀花。今次駐港工作，責任之餘，我終於可以放
鬆心情，放緩腳步，趁喧囂間歇去細品這座中西
文化交融碰撞的國際名城。在這個過程中我發
現，香港還存在着一種很有特色的文化，就是這
城市裏或深或淺散布在大街小巷裏的「神」。

香港的「神」無處不在，從黃大仙祠、城隍
廟、寶蓮禪寺、車公廟、天后廟、洪聖廟、玉虛
宮、譚公廟，再到街頭巷尾的地盤神壇、商家埠
頭供奉的「關二爺」以及本地影視劇中經常看到
港人屋企供奉的「家神」等，真是眾神齊聚香
港。香港本就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眾「神」仍
在港據有一席之地，可以看出港人甚是喜好求神
拜佛、扶乩祈福的。中國的「形神觀」最早可以
追溯到先秦時期，《南華經》「指窮於為薪，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意指「神」在人的精神層
面是永存的。具象到香港的「神」文化，我相信
也是因為以這樣的形式，所以才強烈地存在於香

港的各個地方。
說到這裏，我不免有所困惑，香港這麼多

「神」都是從哪裏來的呢？遍詢善信之後得知，
黃大仙來自浙江金華，城隍原屬明太祖朱元璋所
封，天壇大佛的構思源於北京天壇而造於南京、
車公源自南宋護駕忠臣、龍母神來自西江、洪聖
南海神源自唐朝廣州刺史、天后神來自福建等
等。據統計，在過去一百多年裏，因種種原因由
內地來到香港「安家落戶」的神祇就超過200餘
個。

「神」多自然信眾也多，拜「神」就變得十分
重要。俗話說「進門叫人，入廟拜神」，聽善信
講，港人在筲箕灣城隍廟要年初「拜神」、年尾
「還神」；香港政府農曆每年初二（車公誕），
要派出一名官員或公職人士代表香港，到沙田車
公廟拜車公、求籤預測新年運程，其他市民或民
間團體也會為運程求籤。特別是農曆新年初一、
十五，更是芸芸眾生祈福納祥，各路神祇接叩受
拜，家家戶戶、老老少少求「神」拜佛，儼然成
為僅次於香港新春佳節除夕團圓之外的重要活
動。 由於眾多的居民熱衷於拜「神」，所以連銀
行也在這方面動了一番心思。一些銀行通過贈送
財神像來促使客戶對己產生好感，或者發行鑲有

神像的金章，並宣稱這種金章既可保佑亦可保
值，一時間確實吸引了不少顧客，令銀行「豬籠
入水」，獲利甚豐。可以體會得到，拜「神」不
僅是善信的精神寄託，更是港式文化的一種傳
承。

那麼，這些神祇為什麼來到香港呢？有人講，
因為香港是包容的，是兼收並蓄的。我以為，是
因為香港與內地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與歷史傳
承，眾神祇的身世皆與內地有着千絲萬縷的淵
源。從文化方面看，移民是文化的載體，遷港的
國人來到這片土地上開拓新的生活，伴隨而至的
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都在這個小
島上落地生根、發揚光大。在港英殖民統治期
間，華人處於種族歧視陰影之下的境遇，也使得
他們埋首於賺錢謀生，不可能對西方文化及西式
習俗產生更多的嚮往或者欣賞。總的來看，在文
化傳統、倫理道德和生活習俗方面，香港同胞與
內地民眾血脈相連，文化相通，他們所營造的是
一個充滿濃郁嶺南風情的社會，絕大多數人仍然
保持着對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宗教信仰、語言
風俗的強烈認同。在家中神位前和供奉關帝、天
后的廟宇中，港人為他們逝去的祖先焚香燒紙，
他們相信風水和預兆，與算命先生商議旅行、結

婚和生意安排，對親屬以及故鄉都保留着一份感
情和忠誠。

從香港的「神」文化角度，我深深感受到，港
式文化始終蘊含着對華夏民族炎黃子孫一脈相承
的身份認同，蘊含着一顆同頻共振的 「中國心」
的情懷認同，蘊含着對久久綿遠流傳的中華民族
的傳統認同。在全國上下一心抗擊疫情的當下，
真心希望我們與香港人民一同背靠祖國，共克時
艱，打贏硬仗。讓我們一起為祖國祈福，為香港
祈福，早日送走「瘟神」，迎來「福神」。祝願
祖國好、香港更好！

■沙田車公廟。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本港
疫情漸趨穩定，全港中三至中五學生昨
日率先復課，教育局昨日聯絡了部分中
學，得悉學校整體運作和安排大致良
好。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了位於石硤尾
的廠商會中學，校方在門口為學生量體
溫，要求他們消毒雙手才可進校，又向
學生派發防疫物資；校方又調整了時間
表，取消早會、把每節課時縮短，以配
合半日制上課。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昨早聯絡了部分

中學，對復課日的整體情況表示滿意。
本港高中生昨日率先復課，廠商會中學

嚴陣以待，學生踏入校門時，教職員及學
生大使指導同學接受探熱及雙手消毒等防
疫安排；校園各處已張貼告示，提醒學生

注意個人衞生及保持社交距離。

水機停用 派樽裝水
由於校方取消早會，學生到校後先於有

蓋操場稍作休息，鐘聲響起再回課室上
課。水機暫時停用下，校方向學生派發樽
裝水；另學生可將打氣卡張貼在壁報板
上，為大家加油；有蓋操場的桌子均加上
透明圍板分隔，以防進餐時有飛沫傳播；
課室桌椅亦以單行、面向同一方位排列。
校長麥耀光表示，有4名學生因身處

內地或需進行隔離檢疫而缺席；另校方
得到辦學團體支持，已預備了兩萬個口
罩、一千支酒精搓手液、一批護目鏡及
手套等物資儲備。學校有兩台紅外線體
溫監測器，教員室又設有空氣清新機，

希望全方位對抗病毒入侵。

每節課減5分鐘
至於上課安排，每節課縮短5分鐘，

但維持每天有9節課，以追回課程進
度。教師可以因應教學需要於午後網上
教學或於8月暑假期間補課。他坦言電

子教學欠缺互動，但學生卻可透過錄影
重溫課堂內容，各有利弊。
就中三選科事宜，該校副校長周修略
表示，因應疫情取消了家長簡介晚會，
但會於「多元學習節」向學生簡介選科
須知，科任老師亦會上載錄影片段，向
家長及學生介紹科目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本港高中
生昨日復課，但身居內地的跨境生礙於
兩地檢疫安排，未能「跟大隊」復課。
關注跨境童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進行的調查顯示，若政府只開放落馬
洲及深圳灣口岸，近五成受訪者要額

外增加一小時的交通時間；另有逾千
名受訪者指子女證件已經過期，故家
長希望有關當局能豁免子女檢疫隔
離，並提供跨境童家長簽證，方便家
長處理突發情況。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最近收集共5,000

份問卷及1,000名跨境家長的意見。
有73%家長的子女以往並非使用落馬
洲及深圳灣口岸上學；有46%家長指若
孩子轉用這兩個關口，則會額外增加至
少一小時的交通時間，故不少家長希望
開放羅湖及文錦渡口岸。
另外，逾千名家長指孩子的證件已過

期，包括回鄉證、回港證及兒童身份證。

不過84%家長因未能辦理簽證、經濟困
難等而未能來港協助學童辦理證件。
86%人希望跨境童家長能兩地免受隔

離；61%人期望政府能資助學童的核酸
檢測費用及提供免費校車在港接送學
童；亦有逾半家長期望政府提供有效跨
境童家長簽證，並開放更多關口以節省
交通時間。

廠商會校探熱消毒迎復課

逾千跨境童證件已過期

■學生進校園時需要探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進校後要洗手保持清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麥耀光(右)與周修略(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校內飲水機已封，校方向學生派發樽裝水代
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由於本港黑暴再現，多區有暴徒上街堵路，衞
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取消慣常在中環政府

新聞處舉行的疫情簡布會，只以新聞稿匯報新增確
診個案的情況。

轉送伊院留醫 無密切接觸者
衞生防護中心指出，新增確診個案的男生早於

上月10日便開始發病，有流鼻水病徵，而他周二
由美國回港後被送往富豪東方酒店進行病毒檢測，
確診後已轉送往伊利沙伯醫院留醫，而患者並無密
切接觸者。
衞生防護中心又指出，鑑於全球各地疫情仍然

非常嚴峻，各地個案數字不斷上升，強烈呼籲市民
應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
截至昨日中午，再有一名確診病人出院，康復

出院人數累計有1,034名，現有28名確診病人分別

於七間醫院留醫，當中一人危殆，其餘27人情況
穩定。

人多擠迫或搭公交要戴罩
另外，上限八人的限聚令至下月4日屆滿，而至
昨日本港連續13天沒有新增本地確診個案，許樹
昌認為如果直到下月4日本地保持本地零感染，顯
示疫情受控，可以取消限聚令，餐廳大枱可回復坐
12人，讓生活逐步回復正常，但市民仍要注意手
部清潔，人多擠迫地方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都要
戴口罩。
對於卡拉OK、夜店、浴室及派對房4類被限

制營業的處所，今日（28日）午夜期限屆滿後
可以有條件重開，許樹昌認為合理，但指桑拿及
浴室人流多又不能戴口罩，若當局認為風險較
高，不重開較合適。他一再強調，進入有關場所

時，除進食外要戴口罩以確保安全，並暫時要限
制人數。
本港機場的乘客轉機服務亦會於6月1日起適度

恢復，許樹昌則表示，由於不少國家及地區採取措
施禁止發燒旅客上機，轉機者一般數小時內過關，
認為可恢復轉機服務，唯一要留意是有否旅客仍在
潛伏期或未有病徵而帶病毒，但相信只要全程戴上
口罩、有溫度監測及填寫健康申報表，應該可以監
察到這些人。
至於是否可以全面開放口岸，許樹昌相信，

香港特區與內地正進行商討，前提是本港與當
地都沒有本地個案；至於其他地區，他則指歐
美疫情仍未安全、南美更疫情嚴重，市民短期
內不要考慮外遊。視乎每個地區疫情是否受
控，特區政府需要逐個地點考慮放寬出入境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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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陳同學：學校的防疫程序大致順利，
也不會感到麻煩。對於能夠復課感到開心，
希望在課上增值自己知識，畢竟網課的學習
成效不及面授課堂。由於來年升讀中四，希
望學校能夠提供更多選科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學生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