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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昭

敬悼苗子先生

井水集

著名書畫藝術家黃苗子先生，日
前在京以一百高齡謝世，遺言不辦喪
禮、不舉行任何追悼活動，老人一生
活得灑脫、走得也灑脫。

苗子先生在港有很多朋友、熟人
。一來因為他是廣東人，與港甚有淵
源，其兄黃祖芬先生是中華中學校長
，其弟黃祖民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
作。苗子先生自己也曾在港讀書、工
作，其妹黃寶瓊女士為特區前律政司
司長梁愛詩之母。

但苗子先生的廣為人識、知交滿
天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其人的博學
多才以及一貫的古道熱腸、寬厚待人
。只要和苗子先生相處過的，很少不
為他的風趣、幽默和熱情所感動，真
有如沐春風之感。

苗子先生年輕時有 「神童」 之稱
， 「文革」 前早己文名大著； 「文革
」 後因大量文化人蒙冤離世，令 「碩
果僅存」 的苗子先生更加顯得突出和
「珍貴」 ，各方赴京登門求見者甚眾

，包括本港和海外的文化藝術界人士
，苗子先生俱以 「與人為善」 的態度
待之，從不拒人於千里、從不擺架子

，但其清正、正直的文人本色卻一點
不會改變，談歷史、談人物、談文說
藝，都 「是其是、非其非」 ，從不低
貶別人或作無謂爭論，已故名作家夏
衍先生、畫家丁聰先生、三聯書店范
用先生都是其好友。

苗子先生晚年以書法、繪畫聞名
於世，其實其文化藝術方面的涉獵
極廣，如對秦磚漢瓦、石刻拓片即
極有研究。當然，晚年其結合金石
書畫精萃、獨創一格的書法最得人
喜愛，畫魚就像游魚在水，畫鳥就
像展翅飛翔，字裡行間，萬物自然
，躍然於紙上。

梁愛詩女士在苗子先生生前，對
這位舅父、還有舅母郁風女士（已故
）十分尊敬和親密，苗子夫婦如來港
，必廣邀文化界人士聚會，有時還一
起寫字作畫，情景令人懷念。

相信愛詩女士和其他苗子先生生
前好友，會在港舉辦一些追思活動，
在笑聲中緬懷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
家。

本港最快周五復售活雞

合資格供應商增至六間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日電】譽為供港鮮活
「綠色生命線」的文錦渡口岸，去年一至十二月共供

港鮮活商品九十一萬四千噸，貨值八億九千萬美元
（約七十億港元），未發生一例 「毒菜」事件或有禽
流感疫情的供港家禽，成功守住香港餐桌零安全事故
紀錄。據了解，今年春節，內地將繼續加大輸港鮮活
產品，量大充足，港人無需過 「貴年」。

今年，深港兩地均發現人感染H5N1型禽流感的
個案，引發一些香港市民對家禽的擔憂。對此，深圳
檢驗檢疫局對供港飼養場進行全程監管，一旦年末活
禽恢復供港，可力保安全。

深圳檢驗檢疫在三家供港活雞註冊場的養殖禽群
和三家供港冰鮮家禽加工廠的冰鮮家禽，開展了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原普查檢測。供港養殖場周邊候鳥的活
動範圍亦被 「強制」限制，防止候鳥及其排泄物與養
殖禽群發生接觸。同時，另加強對註冊養殖場的巡查
監管，嚴格控制無關人員和車輛進出活禽養殖場，落
實進場的人員及車輛的消毒措施，檢查落實場區內防
疫消毒工作，督查禽流感疫苗的使用情況。

據深圳檢驗檢疫局統計，二○一一年檢驗檢疫及
驗放供港蔬菜五十萬噸、水果十六萬噸、活禽三百五
十五萬隻、冰鮮冷凍家禽十點四萬噸、活豬一百四十
七點六萬頭、活牛二點九萬頭、活羊一點四萬頭、冰
鮮豬肉一點九萬噸、食用水生動物及產品四點五萬噸
、淡水八億立方米、鮮奶一點八萬噸。

【本報訊】新年快到，又是市民忙着換鈔封利是
的時候。今日起，三間發鈔銀行，包括中國銀行、滙
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均會提早分行的開業時間至上午八
時三十分，並發行新二十元鈔票，而滙豐銀行更會發
行新一百元鈔票。

分行提前半小時營業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三間發鈔銀行，包括中國銀行

、滙豐銀行及渣打銀行上月公布，於今日起發行二○
一○年系列三間發鈔銀行的新二十元港鈔及滙豐銀行
的一百元港鈔。

滙豐銀行方面，昨宣布其全港所有分行均會於今
日起至本月十三日，以及十六日，提早在上午八時三
十分開始營業，並於本月十六至二十日延長港九新界
五十二間分行的服務時間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此外，其
旺角分行今日會提早服務時間至上午七時四十五分。

至於渣打銀行則會分別於中環、銅鑼灣、油麻地
、尖沙咀、觀塘及上水等十一家分行提前開始營業時
間至上午八時三十分。

中國銀行於上周亦已宣布將於今日起提前半小時
，由上午八時三十分開始營業。而其屬下十六家分行
在春節前，即本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亦會延長營業時間
至下午六時正。

隨着新鈔票推出，整個二○一○年系列香港鈔票
均會在市面流通使用，亦即是此為最後一批相關系列
的新鈔。對於二○一○年系列香港鈔票的收藏價值，
本港貨幣研究專家鄭寶鴻表示，有關系列的收藏價值
乃是未知之數，原則上，收藏價值的高低需視乎將來
市面上的流通量，流通量越高，價值或會越低。但他
相信不論收藏價值如何，畢竟是最後一批二○一○年
系列新鈔， 「貨幣發燒友」都會集齊三間發鈔銀行所
發行的鈔票各一套。

去年貨值達70億元
內地供港鮮活商品

內地冰鮮牛肉料降價20%
20元及100元兩種
3銀行今發行新鈔

【本報訊】政府昨宣布合資格的供港內地冰鮮牛肉加
工廠由現時一間增至六間，除原先一家位於吉林省外，再
批准五家分別位於內蒙古、黑龍江及重慶的加工廠供應內
地冰鮮牛肉到港。有業界人士支持政策，並認為更多供應
商加入本地市場，有利於維持市場的公平競爭。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宣布再有五間內地冰鮮牛肉加工廠合資格，供應內
地冰鮮牛肉到港。它們分別是來自黑龍江的黑龍江賓西牛業有限公司、黑
龍江大莊園肉業有限公司、龍江元盛食品有限公司，來自重慶的重慶恒都
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以及來自內蒙古的內蒙古科爾沁牛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衛局局長周一嶽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示，他相信增加冰鮮牛肉
供應來源，可帶動良性競爭。他指，食物安全中心已派獸醫及衛生專家到
有關的五間工廠、旗下的屠宰場及農場作考察，而在加工廠進口的首三批
冰鮮牛肉時，局方亦會進行扣查和檢驗，之後三批會進行抽檢，以確保輸
港食品符合本港的安全標準。

是次五家合資格的出口冰鮮牛肉加工廠為國家質檢總局向食物安全中
心推薦的，並已於國家質檢總局註冊。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
局方希望政策能有助穩定本港的牛肉供應，從而維持穩定的食品
價格。至於冰鮮牛肉的進口安排，食物環境衛生署回覆表示：
「直至現時，食環署並未接獲進口商從新增的內地加工廠進口

冰鮮牛肉的申請。」

現時零售約五十至八十元
對於更多供應商加入市場，冰鮮禽畜業商會主席郭時

興認為，讓市民有更多選擇，定必是件好事，且可增
加市場的競爭。他指，現時冰鮮牛肉零售價約五十
至八十元，與批發價相若，相信隨着更多供應
商加入，價格或可能回落最少兩成。

餐飲業總商會主席黃家和表示， 「當然
希望政府開放市場，多啲供應商，就可以喺
價格上面有更多公平嘅競爭。」他指，由於現
時主要由超級市場作銷售點，價格亦較高，因
此飲食業界在活牛肉與冰鮮牛肉價格相若的情況
下，均會選擇以活牛肉作食材；隨着政府引進更多
冰鮮肉供應商到港，希望價格能最少回落三成。

政府自去年年初首批內地冰鮮牛肉供港後，
現時內地予本港的總供應量約一百五十公噸，並
只在超級市場集團售賣，食物及衛生局表示，
此乃入口商的商業安排。

▲內地輸港冰鮮牛肉供應商增加至六間，零售
價有機會下降至少兩成

◀食環署人員抽檢內地供港冰鮮牛肉
資料圖片

▲圖為深圳口岸驗放供港蔬菜 本報攝

▲本地農場現時囤積大批活雞，等待推出市場
資料圖片

【本報訊】本港停止供應活雞逾二十日
，預計明日將恢復活雞入口，最快本周五重
推零售市場。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圓圖)
表示，禽流感督導委員會今日將開會，決定
是否在星期四恢復活雞供應。他強調，局方
不會因農曆新年而增加內地活雞供應量，並

會維持內地每日供應七千隻活
雞的政策。周一嶽表示，

由於香港家禽發現帶有
禽流感病毒，通常與
季節加倍供應有關
，因此過去幾年，
無刻意增加內地活
雞入口數字，這個
政策會維持。

自去年十二月
在長沙灣臨時家禽批

發市場發現患有 H5N1
禽流感病毒的死雞後，本

港連續暫停入口內地活雞及停止本港雞場出
雞二十多日。周一嶽昨出席一活動後會見傳
媒時表示，按照原定計劃，應於本月十二日
恢復售賣活雞，但政府會在今日舉行跨部門
督導會議中，與各部門專家討論過後，再行
作決定。而他則會在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就
事件向公眾作出交代。

督導委員會今開會作決定
周一嶽指，雖然本地農場現時囤積大批

活雞，但他強調，內地供港活雞的限額不會
受到任何影響，並會維持在每天七千隻的數
量。而漁護署亦會配合市場的需要，有系統
和秩序地將適齡雞隻分批，讓適齡活雞推出
市場。在零售層面上，周一嶽表示，假如如
期讓活雞推出市場，則可讓活雞在批發市場
留一晚，但零售市場層面則要維持 「日日清
」政策，並會嚴格執法，以實施 「人雞分隔
」，減低爆發禽流感的風險。

周一嶽：內地供港維持限額

固體廢物徵費雖艱難也要推動

社 評

特區政府環境局昨日公布廢物收費
諮詢文件，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文件提出了定額收費、按量收費及分
階段收費等不同方案，供市民選擇，而
總的目標是減少都市固體廢物的產生。

據環境局昨日最新數據，目前本港
每日產生固體廢物一萬九千公噸，其中
約半數經分類回收處理，餘九千一百公
噸運往堆填區棄置。固體廢物中，三分
之二來自家庭，以人口計算，平均每人
每日 「製造」 固體廢物二點六九公斤。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數據不但較其
他一些同類型城市為高，而且 「產量」
還在繼續上升中，二○○五年固體廢物
人均日產量僅為二點四二公斤，六年來
上升了百分之十一，也就是說，港人生
活中正在 「製造」 越來越多的垃圾。

在事實面前，相信沒有人可以說這
是一個無關重要的、不需要理會的問題
。處理固體廢物不外兩個辦法：一是堆
填、二是焚化，本港已有的垃圾堆填區
未來數年將會全部 「爆滿」 ，要另覓土
地建新的堆填區，「中選」地區的居民必
群起反對，建焚化爐則反對聲音更烈。

因此，除了加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

，以及加緊研究選址興建新式焚化爐以
外，唯一可以長期有效緩解香港垃圾問
題的，還是要從源頭做起，減少廢物的
產生。

因此，可以說，現階段環境局提出
固體廢物收費諮詢， 「寓禁於徵」 ，從
市民大眾的角度來說，很難有什麼強有
力的反對理據；但是，不反對歸不反對
，要市民完全信服收費是減少固體廢物
的唯一可行辦法，包括收費準則如何釐
定以及費用怎樣徵收，卻不是一件易事
，阻力還是不小的。

比如諮詢文件提出的辦法之一是定
額收費，有家庭主婦就會說鄰居每日的
垃圾都比我家多，我家只有一小袋，他
家一大袋，劃一收費怎合理？如果按量
收費，一個 「垃圾袋」 收費若干，那麼
分成若干個小袋又如何？還有目前只有
較新型的大廈家居廢物有清潔公司集中
處理，易於統計，不少舊式大廈或 「唐
樓」 住戶，每晚將垃圾包好就拿到街上
一丟，當局又如何收費？

因此，開徵固體廢物收費，一個很
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能只從一個 「錢」
字上眼，而是必須以收費為契機、為

誘因，關鍵是要逐步改變市民每日大量
「製造」 固體垃圾的習慣。

其實，儘管當局做了不少勸喻工作
，近年固體廢物的 「產量」 不降反升，
與消費模式有很大的關係，包括商品的
過度包裝，最典型的莫過於中秋月餅或
眼前快要到來的春節年糕，膠盒外邊有
紙盒、紙盒外邊再有膠盒，還有一層又
一層的花紙、絲帶、商標貼紙、說明書
……其 「下場」 全部是垃圾桶。還有電
子產品，什麼 iPad、iPhone，產品只有
薄薄的一片，包裝盒卻連一大本電話簿
都可以裝進去。如此在過度消費的熱潮
之下，固體廢物也就成了 「隨貨附送」
的產物。因此，不改變市民特別是青少
年一代過度消費以及商品過度包裝的陋
習，不培養珍惜資源、愛護物品的正確
心態，光靠收費，是難以改變固體廢物
氾濫成災局面的。當然，已經實施了三
年多的膠袋徵費五毫子的做法，可以提
供很有益的借鏡，五毫子不是一回事，
但在人人自備購物袋已蔚然成風的潮流
下，再開口要膠袋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很 out 了，結果膠袋使用量大幅減少。
這一經驗，值得汲取、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