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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禮儀有別；東方人行禮有他的禮數，以日本
人為例，朋友中都愛開他們的玩笑，說兩個日本人話
別時，阿甲向阿乙鞠躬、阿乙又回敬阿甲一個鞠躬；
要是人多起來，逐個打對行禮，真箇阻塞行人通道、
有礙流暢。韓國人和中國人似乎也是鞠躬一族的；不
過，近年來大抵都因陋就簡、改了方式：中國本來是
打躬作揖的，現在傾向西方看齊，一律握手問安
好了。

握手不分男女，在我印象中，如果男女握手禮有
不同的話，是在主動權方面、或手的準備工作方面，
而非有手性（左右）或手力（強弱）之別。握手既是
一種禮貌，就得顯示出向對方的尊敬；一般來說，大
家要用右手，手要乾淨，要脫手套，但西方婦女可以
不脫手套，而且，女方不出手，男方最好就別伸手邀
握，你也可由此看出西方握手禮的男女方禮節上並非
平等。西方的女性有讓、也有不讓男士握手的權利
（禮貌）！男人倘若阿Q，認為失握手主動權要掉地
執沙，用親吻女士手背奪回一個勝利（在某些人
心裡，它撿回了一個便宜）！這個溫馨就讓阿 Q 去
陶醉吧，反正在我眼中，這小動作就顯示出它的不對
等性。

至於擁抱，是西方傳來的，我也想不到是否表示
握手還不夠隆重才來一個大合抱，更不知是否只握手
不擁抱不親親面、就追不上西方的潮流。印象中，我
這輩在香港長大的中國人，除非親屬，東方禮節不會

有異性擁抱。這個習慣，我在美國十年也沒改過；夫
婦和外國人社交，不管地位有無懸殊，多採用我們的
習慣，握手而不擁抱。偶然有外國朋友主動擁抱過來
的，我們只會是禮貌地輕傍一下，從不主動！我覺得
，我既然不保證會同愛斯基摩人擦鼻子，也不堅持自
己的鞠躬作揖，接受了西方熱誠的握手作為通行禮節
，也就到此為止，不需要把自己化為外國禮儀的拾荒
者，什麼都跟到足。結果，十年下來，長幼輩的外國
朋友，也不見得不欣賞。

香港的我如是，卻想不到內地比香港先進，我無
論看視頻、還是親歷其境的場合中，一些自以為開化
得快、逐浪潮流的官派女士，不少都使我眼前一亮！
她們竟會一上來就給對方一個大合抱，扮相還十分內
行；我猜他們的意識形態就是以擁抱代表改革開放！
擁抱的風氣，發展起來，連兩位中國女流見面也棄握
手而大擁大抱，有時男士也趁興去抱抱親親，彷彿把
西方社會搬了過來。

我看不慣擁抱並不表示擁抱就出了道德的問題，
況且內地性開放，擁抱不過小兒科而已。只是我奇怪
，上流社會、官場高幹，如果像建國初期那樣嚴謹交
往、端莊樸素，CIA、MI5、KGB可以這麼容易 「打
埋身波」嗎？男的溝女的、女的溝男的，不管是舶來
品還是本地貨，國家的安檢莫非不存在？身體擁抱未
必足以言墮落、但發展到心頭的擁抱，那就會危及國
家了！ 作者電郵：tsoww@tsoww.com

【本報訊】 「黃金變色」！隨着內
地個人遊簽證便利，加上去年零售業市
道暢旺，今年 「五一」小黃金周難復當
年勇，大額消費 「買少見少」。有商場
負責人表示，有 「一簽多行」後內地客
來港購物愈見方便，人均單次消費額較
去年有單位跌幅，但由於人流增加，故
總消費額仍見增長；有高級鐘表店負責
人則大嘆，農曆年後生意增長放緩，豪
客大跌三成至一半， 「好似唔見晒咁」
，認為黃金周已黃金不再。

商場辦星級購物團吸客
「五一」黃金周向來是零售業界其

中一個生意黃金期，但由於內地 「自由
行」來港愈見頻繁兼便利，名店門外排
隊 「人龍」越來越短，甚至不用排隊，

雙手挽滿名店購物袋的內地客今年不復
見。與內地媒體《精品生活》合作舉辦
四個 「大中華儷人星級購物團」吸客的
銅鑼灣世貿中心，昨日首團共招待四十
名自由行旅客，新鴻基地產代理租務部
高級推廣經理梁婉珊表示，一簽多行落
實後內地客可一年內多次往返香港，購
物變得異常方便，內地客現時已不像從
前般瘋狂，單次消費金額較去年微跌，
但由於來港的旅客人數和次數上升，故
總消費額仍見增長。

她說，零售行業當中，以護膚化妝
品、電子產品最為受惠，各行業商舖營
業額將較去年同期增長兩成，餐飲業則
上升一成半。梁婉珊對市況表示樂觀，
她又預期， 「五一」黃金周期間，該商
場的人流將達四十一萬人次，營業額達

二千一百二十萬，兩者均上升兩成八，
當中內地客佔總人次的兩成。

昔日受內地豪客熱捧的珠寶鐘表店
亦表示生意轉趨平淡。太子珠寶鐘表執
行董事朱繼陶稱， 「受到歐債及美債危
機影響，加上內地今年經濟環境不利消
費心情、氣氛，自農曆新年後內地旅客
的消費市道已開始轉弱。」他說，雖然
整體人流不錯，但 「大豪客好似唔見晒
」，相信零售業增長將會放緩，但由於
去年 「升得勁」，故不會太擔心今年市
道。

朱繼陶又認為，受惠於人民幣不斷
升值，現時國內客大可出國購物，相信
本港的優勢已大不如前。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則表
示，由於去年零售業非常暢旺， 「基數
大」，相信今年零售業增長一定較差。
她說，全球消費氣氛都不太好，本港仍
有增長已算不錯，認為業界不應習慣過
高增長，以平常心面對市況。

珠寶鐘表生意淡 黃金豪客不復見

毋離科學 別擁抱我！ 曹宏威

香港近日被指政治人才短
缺，民建聯的政策副發言人甄
選，正是為發掘和培育青年人

成為未來香港政壇的生力軍，經過四屆的探索，現已
漸見成效。參加本屆甄選的共有四十七名青年才俊，
他們經過層層選拔，過關斬將後有二十三人脫穎而出
。於昨日的最後一輪演講甄選中，眾人各出奇招，結
合自身專業背景和口才，表現淡定，甚具政治領袖風
範。民建聯今日會舉行黨團會議，決定終極副發言人
名單。

二十三名候選人從 「團結、廉潔」、 「勉勵港人
共抗經濟逆境」和 「新一屆行政長官參選宣言」三題
中任選其一展開自由論述，他們可以選用廣東話、普
通話或英語，各自闡釋對這些熱點議題的見解，有的
意氣風發，有的深沉凝練，大部分人都沒有對稿依書
照讀，可見私下應該是經過特訓才去面試。

其中，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用流利的英語闡述
「團結、廉潔」對香港未來的展望，呼籲市民重建信

心，共同為社會 「大和解」努力。他平實而不失力度
的演講風格，贏得其他選手和評委的欣賞與肯定。

上屆副發言人之一的陳仲翔，以標準的普通話就

住 「在經濟逆轉下，勉勵港人共抗逆境」一題，自如
發揮。他談到 「雙非」問題和特首選舉，鼓勵港人要
對本港政治、法律制度有信心，共同為香港的未來出
力。

同樣巧妙運用到普通話的還有民建聯黃大仙支部
幹事張思晉，他提到香港如何達至 「大和解」，指出
梁唐日前的會面，給全港各界發出一個正面訊號，即
現在沒有梁營、唐營之分，而只有香港營，當他以普
通話說出， 「香港營，香港一定贏！」贏得在座一片
掌聲。

比較有趣的是民建聯屯門社區幹事葉文斌，他發
動一眾黨友站在自己身後充當競選團隊，有板有眼地
發表 「新一屆行政長官參選宣言」。他指出 「家在香
港」的概念應該拓展，因為回歸後，全國十三億同胞
都是自己的家人，港人應充分意識到這點，使香港的
發展模式有所昇華。

二十三位候選人精彩的演說，贏得黨友兄弟陣陣
掌聲，而各位評委也對各人的表現感到滿意，評委之
一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便說，經過遴選脫穎而出的人
每個人都很優秀，亦增加了抉擇的難度，在副發言人
不設人數限制下，不排除所有參加者都能入圍。

民建聯以副發言人機制培育新人，今年已踏入第
四屆。通過甄選產生的副發言人將跟隨一名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熟悉及學習政治事務的同時，亦有機會發
言、論政，民建聯透過此方式，發掘並培訓了一批有
志從政的青年，為該黨的未來發展打下基礎。

民建聯早前透過層層選拔，從四十七人中選出二
十三人出席昨日的演講遴選，各參選人要經過寫文章
、面試、辯論，才能進入第四輪演講，當中包括鄭泳
舜、葉傲冬、顏汶羽、陳仲翔、蕭嘉怡等。至於有多
少人可最終當選副發言人，則要看評委稍後的判斷，
擔任評委的包括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副主席劉江華、
李慧琼，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立法會議員黃定光。

參與演講的二十三人分別從 「團結廉潔」、 「勉
勵港人共抗經濟逆境」和 「新一屆行政長官參選宣言
」三個緊扣時事熱點的題目中任選其一，展開五分鐘
的論述。劉江華評價各人都準備充分，論述具有高質
素。

劉江華指出，作為一個政黨的發言人，演講的質
素十分重要，需要言為心聲、順理成章，並論述自己
獨到的觀點。他認為，是次演講中不少人都選擇講述
自己的經歷和感想，這一點正體現出言為心聲；另外
，演講跟平日說話也有不同，須將觀點和道理建立邏
輯，拼湊成章，才能構成精彩的演說。

籲行正途勿博出位
劉江華又說，聽過各黨派立法會議員不同風格的

論政，而現時的議會頻頻出現 「爆粗口」、 「掟嘢」
的情況。他告誡有志從政的青年人，勿要跟從這些
「博出位」、 「爭曝光率」的做法，而應把重點放在

政策研究上，思考並提煉出自己的觀點， 「走自己的
路，行正途」。

葉國謙表示，往年參與過副發言人甄選的人，不
少已經在地區事務中有過歷練，今次的表現更為成熟
，希望透過此機制繼續挖掘和培養多元化政治人才。
至於此次會選出多少人擔任政治助理，他就未有透露。

大型超市林立，市民的
消費習慣亦隨之改變，陪伴
港人多年的士多（store譯音
，即小型店舖）正慢慢式微
。士多曾經是香港人購買日
常用品的主要途徑，但今時
今日，經常光顧士多的年輕
人已越來越少，傳統士多的
數量也隨之越來越少。

鰂魚涌街一間有近四十
年歷史的傳統士多步入倒數
，店主表示除了少年輕顧客
光顧外，子女對繼承士多並
繼續經營下去也沒有興趣，
所以只好關門大吉。

終有一日，士多將成港
人的集體回憶。

本報記者 鄭雷
（圖、文）

骨質密度未反映骨折風險
【本報訊】香港骨質疏鬆學會表示，有五成六更年期後

婦女骨折患者，其骨質密度未達至骨質疏鬆程度，反映骨質
密度指標未能全面反映骨折風險，建議女性多進食含豐富鈣
質食物，骨質疏鬆患者應及早就醫，減低骨折機會。

醫學研究顯示，本港約一半更年期後婦女患上骨質疏鬆
症，而骨質疏鬆會增加骨折風險。現時醫學上較常用骨質密
度指標檢測骨質疏鬆，若患者指標數值（T-值）高於負二
點五，即代表患有骨質疏鬆；介乎負一至負二點五則屬骨質
密度偏低，少於負一為正常。但骨質疏鬆學會創會會長暨內
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龔慧慈表示，據臨床經驗，○七年有
五成六骨折個案，患者雖為更年期後婦女，但她們的骨質密
度僅屬 「偏低」，未致於骨質疏鬆水平，認為骨質密度指標
未能全面反映骨折風險。

○四年有醫學報告也指，骨質密度偏低或正常的女性骨
折個案，比骨質疏鬆人士患有骨折個案數字為高。龔慧慈解
釋，骨質疏鬆僅是骨折其中一個主要誘因，其他高危風險因
素，如身體質量指數（BMI）、吸煙和飲酒習慣、過往曾否
使用類固醇、父母是否曾有骨折史等，都會增加骨折風險。

她說，由於骨質疏鬆症發病初期沒有明顯病徵，建議市
民有必要及早正視問題。為預防骨質疏鬆，女性宜多進食含
豐富鈣質食物，並進行負重運動，多攝取維他命 D 及於停
經後定期接受骨質密度檢查，一旦確診應即時接受治療，如
在皮下注射 「仿保骨素」或口服「雙磷酸鹽」。其中 「仿保骨
素」治療方法較創新，每半年注射一次，藥效較全面，費用
每次介乎二千多至三千多元，與 「雙磷酸鹽」的費用相近。

為發掘及培養黨內新人的民建聯第四
屆政策副發言人甄選，昨日進入最後一輪
演講環節，不同背景的青年才俊就 「團結
廉潔」 、 「共抗經濟逆境」 等時事熱點進
行了一幕幕精彩的論述。民建聯副主席劉
江華評價各人的演講質素高，但告誡有志
從政的青年人，切勿跟從某些立法會議員
「爆粗口」 等 「博出位」 手段，而要注重
政策研究， 「走自己的路，行正途」 。

本報記者 汪澄澄

候選人演說精彩奇招盡出
特稿

八達通嶺南通有望年中互認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一日電】廣東嶺南通股份有限公

司與香港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日前廣州舉行了《嶺南通─八達
通聯名卡合作協議》簽約儀式，最快有望在今年六月底發行
，屆時，廣東省內的居民將可持嶺南通聯名卡到香港坐地鐵
和搭公交車，並可在香港所有設有八達通付款服務的便利店
或者超市購物消費和充值。

有關業內人士表示，嶺南通─八達通聯名卡的發行，將
極大地方便兩地市民跨區域的出行和消費，真正做到 「一卡
在手，通行嶺南」，這是省港區域合作、經濟和交通一體化
的重要紐帶和表現方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佛頂骨抵澳 首日6萬人瞻禮
【本報訊】澳門消息：昨日是佛頂骨舍利來澳供奉的第

一天，由於適逢 「五一」假期，大批信眾從內地、香港及東
南亞趕來瞻禮，據主辦方介紹，首日瞻禮信眾接近六萬人次。

上午九時左右，安奉佛頂骨舍利的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
館外，入口處已排起了長龍。前來瞻禮的香港市民梁女士說
： 「佛頂骨舍利是佛教界的最高聖物，此次蒞臨港澳供奉，
是千載難逢的殊勝因緣。我在香港已瞻禮，但機緣難得，今
天一大早又從香港趕過來，再次膜拜，雖然排了一個多小時
的隊，仍覺十分值得。」

在瞻禮的人群中，有一名來自泰國的信眾陳先生。他對
記者說： 「我這次是受澳門歸僑總會的邀請來參加瞻禮的，
一起前來的還有東南亞六個國家的僑領及信眾六十多人。這
次佛頂骨舍利來澳門供奉，是澳門開埠四百多年來首次恭迎
佛寶，這是澳門市民的福氣。」

士多將成集體回憶

▲民建聯第四屆政策副發言人甄選昨日進入最後一輪演講環節，由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副主席劉江華、
李慧琼，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擔任評委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 「五一」 小黃金周難復當年勇，有商戶大嘆內地豪客 「買少見少」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廣東省內
的居民有望
六月手持嶺
南通聯名卡
去香港坐地
鐵和搭公交
車

本報記者
袁秀賢攝

比拼演講展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