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觀解放軍營一票難求
有人通宵苦候1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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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開放軍營活動簡介
開放時間

4月28日上午10時
半至下午2時

4月29日上午10時
半至下午2時

4月29日下午2時
半至5時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軍營地點

昂船洲軍營
（九龍昂船洲志昂路海軍基地）

石崗軍營
（新界錦田公路250號）

新圍軍營
（新界沙頭角路龍躍頭段）

軍營獨有活動

參觀艦艇模擬訓練

反恐突擊和陸空協同救
援演練

城區激光模擬對抗和陸
空協同救援演練

【本報訊】寶蓮禪寺昨日舉行盛大浴佛節儀式，吸引近
千名善信前往。寶蓮禪寺方丈釋智慧表示，應董事會和善信
要求，自己會繼續堅持為寶蓮寺工作。釋智慧又指，自己有
十個徒弟均來自內地，多數畢業於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內
地的名牌高校，寶蓮禪寺可謂後繼有人。他預計，寶蓮禪寺
的翻新工程將於明年初完成。

為慶祝釋迦牟尼佛誕辰二五五六周年，香港南天佛國
─寶蓮禪寺昨天舉行壬辰年浴佛節，包括公眾浴佛、大
悲法會講經開示、嵩山少林功夫、中國防城港市雜技團及中
國首位女變臉大師獻藝演出，吸引近千名善信和遊客前往參
加。

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建聯主席
譚耀宗等嘉賓參加活動儀式，並在釋智慧陪同下進行浴佛儀
式，與四面八方各界的信眾遊客，共同祈求香港繁榮、祖國
富強和世界和平。

釋智慧表示，寶蓮禪寺培養十幾位擁有博士學位的法師
，為信眾誦經念佛，相信寶蓮禪寺後繼有人，繼續為港人祈
福。身體尚好的釋智慧坦言，寶蓮寺董事會希望他可以繼續
在寺內支持寺院工作，他也答應繼續為寺院和善信服務，暫
時不會退休。他又以寺內的十幾位擁有博士學位的法師而感
到驕傲，他自己的十個徒弟，有的已經博士畢業，有的則是
本科學歷，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中文大學等
，很多人也在大學內教書。他表示，暫時未知由誰做接班人
，這由董事會決定。

關於寶蓮禪寺的翻新工程，釋智慧表示，由於工程減緩
，本於今年中應當完工的翻新工程預計將於明年初完成，到
時寺院會煥然一新。新加入的建築如鐘樓、鼓樓已經完成，
遊客已經可以欣賞得到。釋智慧坦言，寶蓮禪寺並無所謂大
施主的支持，而是由來自社會各界的普通施主慷慨資助。他
相信，由於寶蓮禪寺一直都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相信
未來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所帶領的新政府也會保持良好的
關係。

【本報訊】本港近年飲酒人口比率及飲用量
不斷上升，其中紅酒自○八年豁免紅酒稅後，人
均飲用量升幅隨即增加三成，並連續三年持續上
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表示，公眾容易誤以為紅
酒較啤酒或烈酒健康，又誤以為飲酒可預防心臟
病，建議沒有飲酒習慣人士勿沾酒，促請政府立
法規管酒類銷售及考慮增加酒稅。

醫學專科學院引述衛生署數字指，本港成年
人口飲酒比率由○五年的三成，上升至一○年的

三成半；每年人均飲酒量由○四年的二點五公升
，增加至前年二點六公升。其中紅酒自○八年豁
免酒稅後，平均飲用量更由○七年的零點四公升
，增加至當年的零點五二公升，增幅達三成，隨
後按年上升，至一○年的零點六公升。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長李頌基表示，雖然有個
別研究指飲少量酒的人，比不飲酒人，心臟病發
率較低，但酒精影響因人而異，無客觀安全飲酒
量， 「心臟病的預防，其實包括控制飲食、戒煙

、控制體重、血壓、血糖等等，這些方法是更加
正面來控制心臟病。如果你一旦倚賴飲酒，一方
面市民飲的分量如果超出某個程度，可能因為這
樣而得到其他疾病，更是變了適得其反。」

他亦澄清，市民以為飲紅酒比飲啤酒或烈酒
健康的說法，指出需要比較不同酒類的酒精含量
，越高就對健康越有影響。他重申，長期持續飲
酒的人，容易患上多種疾病，包括癌症的風險。
學院認為，政府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例如
考慮提高酒稅、監管酒精飲品的推銷活動，甚至
限制酒的供應，成立 「控酒辦」，並加強教育公
眾，讓公眾正確認識酒精的危害。

寶蓮禪寺浴佛
逾千善信出席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
清醮本周六上演，三座包山架已現雛
形，本周三將掛上平安包。今年將有
十八台飄色參加當日下午舉行的飄色
會景巡遊， 「大和解飯局」成為大熱
話題。昨日有街坊會為巡遊 「試色」
，慨嘆扮演角色的小演員難覓，要提
早一年準備。

針砭時弊總是每年飄色大熱，惠
海陸同鄉會的飄色今年以 「大和解飯
局」為主題，由兩名女童扮演疑似飯
局人物，人物中間疊着菠蘿飯、龍蝦

、鮑魚、紅酒和中式茶盅。飄色總監
黃成就說，特首選舉已過去，各政黨
都應該團結合作，吃一餐和解飯後，
一同為市民爭取福利。他又說，這台
飄色將是今年最高，達十呎，較一般
飄色高兩至三呎，屆時會有另外兩個
小童跟在車邊，向途人派發朱古力、
糖果等，象徵候任特首梁振英 「派糖
」。

有飄色主打大和解
中興街街坊值理會的兩台飄色循

例一古一今，反映時事的飄色主角是
「曾蔭權夫婦」；另一台是現正熱播

的電視劇《盛世仁傑》。五歲半的陳
學文今年二度扮演曾蔭權，他認為飄
色好玩， 「怕熱，但都要忍住」。扮
演曾太的郭芷蕎，每年都由父母帶領
到長洲看飄色，現在更主動請纓參與
其中，郭太透露，芷蕎的爸爸小時候
也做過數次 「色芯」（飄色上表演的
小童）。 「狄仁傑」林哲的爸爸則說
，雖然兒子是第二次做 「色芯」，但
因他怕辛苦，花了很大力氣 「」他
才行。

值理會主席梁國明說，今次四名
小童都不是住在長洲，有三個是原居
民的第三代，另一個甚至是到大澳
「借將」。近年找 「色芯」越來越困

難，島上適齡的小童難覓， 「有啲年
紀啱但可能怕高又或怕辛苦，有啲家
長唔同意」。他說，現在已開始找明
年飄色人選， 「試定先，如果唔係下
年就頭痕」。

雖然尚餘一星期才是太平清醮，
但長洲街頭昨日已有多款平安包精品
應市。長洲人林小姐本身從事設計工
作，今年自己投資過萬元設計出七款
產品，包括 iPhone 套、iPhone 防塵塞
、嬰兒服裝等，售價二十元至八十九

元不等。六種圖案都以 「平安」為設
計概念，林小姐說，以往見到的精品
都是紅白色平安圖樣，今次加入時尚
元素和多種色彩，預料生意會比去年
多五成。

富寶的老闆娘黃太說，今年自己
設計了 「平安揼骨槌」，一面印有
「平安」，另一面則是 「健康」，其

他新精品還有平安行李牌和USB手指
。由於天文台預告星期六會有零散驟
雨，她擔心會影響生意，但相信人流
亦會比平時的周末多。

新鴻運度假屋負責人叢太說，今
年房間未有加價，但訂房情況未如理
想，只有一千八百元的兩房一廳已訂
滿，其餘房間只訂滿七成， 「往年呢
個時候都差唔多訂滿」。

長洲北帝廟遊樂場昨日亦舉行了
包山嘉年華，讓市民一嘗攀包山樂趣。

另外，馬會宣布捐款二百萬元，
支持四項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本地傳統活動。包括今年的長洲
太平清醮、大澳傳統遊涌、大坑火龍
盛會，以及盂蘭勝會進行考察及資料
搜集。捐款亦包括支持長春社文化古
蹟資源中心舉辦為期一年的 「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教育計劃」，讓
市民了解四項習俗的由來和趣事。

【本報訊】國寶級聖物佛頂骨舍利將於本月
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首次出境赴港供奉，至此香港
將成為迎請供奉過中國三大佛教聖物的唯一城市
。 「這不僅是令人歡喜興奮的奇迹，也是香港的
無上福報和幸運，對我個人來說，則是圓成一個
神聖的夙願。」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接
受中新社記者專訪，開示這一盛事因緣。

年屆九十三歲的覺光長老是香港佛教界泰斗
，主持佛聯會逾四十年，期間帶領四眾弟子將佛
誕日立為香港公眾假期，他亦是世界佛教論壇的
八大發起人之一。記者通過面訪和書面交流，深
深感受到長老的智者風範、善者心腸和行者風骨
。他對 「權威」、 「泰斗」稱謂婉拒；開口總是
「我們佛教徒」而非 「我」； 「上報佛恩、下濟

眾苦」八個字被反覆提及……
今年佛誕日，香港多喜臨門：佛誕公眾假期

13 周年、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佛頂骨舍利瞻
禮祈福大會。這是繼 1999 年和 2004 年分別迎請
供奉佛牙、佛指舍利後，香港第三次迎請佛陀真
身舍利，讓市民瞻禮。

「佛牙、佛指、佛頂舍利對於國家來說是至
上國寶，對於佛教來說是無上聖物，我們雖未能
生在佛在世時，但 2600 多年後還能親睹佛陀舍
利，見舍利即如見佛，」說起這些，覺光長老十
分歡喜， 「今年是佛曆 2556 年，適逢香港回歸
祖國 15 周年，所以這不僅是佛教界的盛事，也
是香港社會的喜事；不僅給我們帶來吉祥、喜慶
，更帶來和諧和正能量。」

「身為佛子，當行佛事。」覺光長老說。聽
他的侍者講，長老每天凌晨3時起身，打坐、念
佛、上早課、處理法務，通常要晚7時後才能休
息，忙時更要到9時，幾十年如一日，一心為佛
教、為大眾。他還有讀報、剪報的習慣，關心港
事、國事。

長老說，佛教在香港一靠講、二靠做。 「講
」是指宣揚闡釋佛陀經典和思想內涵，洗滌人心
污垢，淨化社會風氣； 「做」指的是開展教育、
安老、慈善、醫療等多元志業，將佛教思想實踐
化、具體化。

已開始物色明年人選

覺
光
：
三
迎
佛
舍
利
蒞
港
供
奉
圓
夙
願

為慶祝 「五一」勞動節及香港回歸
十五周年，昂船洲軍營、石崗軍營及新
圍軍營將於本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舉
行開放日，讓市民參觀。解放軍駐港部
隊昨晨在中環軍營、石崗軍營等六處軍
營設點派發共二萬八千張參觀門票，每
名市民憑身份證最多可領取門票四張。
門票原定派發至十二時半，結果兩小時
內已全部派完。

二萬八門票火速派罄
適逢兩天軍營開放日為假期，在中

環軍營及槍會山軍營門外，昨晨八時正
式派發門票前，已吸引數百人排隊，部
分市民更帶備摺椅。中環軍營合共五千
六百張門票兩小時內已派發一空，昂船
洲軍營門票更早在九時前派罄。排首位

的鄭先生於前晚九時半到達，通宵等候
近十一小時終獲派四張門票。他表示，
自己與家人從未參觀過軍營，最想看到
射擊和步操表演， 「以前只從電視看過
，覺得很精彩。」

讓小朋友了解軍人歷史
黃先生與兒子黃樂恒清晨六時開始

輪候，合共領取八張門票，他們去年已
參觀昂船洲軍營，這趟將到石崗軍營參
觀。黃父認為，現時普遍人對解放軍都
存有誤解，希望透過活動，讓兒子了解
解放軍的近代史，「總應對軍隊架構有初
步認識，知道有國防部，不同官階等，
每個小朋友都應學習。」樂恒大讚軍人
親切友善，樂意為市民講解軍事設備，
並希望今次可看到大炮、艦艇和狙擊槍。

梁太則認為，參觀軍營可學習更多
校外知識， 「學校會教團體精神，但解
放軍是講求國家體制重要性。」她表示
，考慮安排兒子接受暑期軍訓，學習軍
人的紀律性。麥先生一家三口昨日凌晨
四時開始輪候，九歲的麥瑋林笑說，早
起床也是值得，期望看到戰機及持槍拍
照。

來自河北的本地研究生閻小姐與友
人也前來湊熱鬧，認為駐港部隊能代表
解放軍形象外，亦關顧港人，但對他們
並不了解，希望透過參觀軍營，可體會
兩地軍人有何不同。有學生早前亦曾參
與軍事夏令營，但仍希望參觀軍營，且
今次將是第四次參觀。軍營開放日期間
，市民除可一睹軍人風采外，三個軍營
亦設有升國旗儀式、步操表演和駐軍十
五周年成果展等。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將於周末及周日，開放昂船洲軍營、
石崗軍營及新圍軍營予市民參觀。二萬八千張門票昨晨在六個軍營
設點派發，短短兩小時內派罄。排首名市民更早在前晚九時許通宵
等候近十一小時，冀參觀軍艦和一睹解放軍步操；亦有 「父子兵」
結伴上陣，父親希望子女多了解解放軍歷史。

本報記者 鄧如菁

港致力推動粵劇發展
【本報訊】粵港澳三地上周簽署《關於合力推動粵劇發

展》意向書，內容包括建立粵劇資料庫。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當局幾年前起已參與跟資

料庫有關的工作。藝發局曾資助中大視聽製作部，錄影 「粵
劇名家錄像製作──紅船代代有傳人」，訪問和錄影尹飛燕
、任冰兒、梁漢威的演出，有關作品收藏在中大戲曲資料中
心，市民可免費觀賞。梁漢威早前離世，粵劇發展基金其後
資助 「梁漢威先生藝術成就：藝術導賞《胡雪巖》及《貞觀
盛事》光碟書刊套裝出版」計劃。

曾德成說，當局十分鼓勵八和會館和其他團體，就有關
工作向基金會申請資助，為大老倌拍攝表演藝術的錄像，出
版藝術心得的文獻和書籍。

港人紅酒飲用量逐年增

太平清醮小演員難覓

▶梁國明（左）
說，近年長洲
島內適齡小童
難覓，要提早
一年選角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梁太認為，參觀軍營可讓
兒子學習更多校外知識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解放軍駐港部隊昨晨在六
處軍營設點派參觀門票，每
名市民憑身份證最多可領取
門票四張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鄭先生前晚九時半已排隊，通宵
等候近十一小時終獲派四張門票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左起）曾鈺成、王志民、吳亮星、釋智慧、譚耀宗
主持寶蓮寺浴佛節儀式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