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德郵輪碼頭將於6月落成啟用，建造
工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為推廣香港郵輪
市場，旅遊發展局將於下周在本港舉辦首
個郵輪論壇，向全球郵輪公司高層講解本
港郵輪市場潛力，旅發局亦會包裝多個陸
上行程供郵輪業界 「試玩」 ，吸引他們將
來向郵輪客推銷。旅發局表示，郵輪客消
費力強勁，過境郵輪客人均消費達4,800元
，比一般過夜旅客高出一倍，加上亞洲區
郵輪客比例不高，相信長遠來計亞洲區郵
輪市場極具潛力。

本報記者 林曉晴

旅局下周辦論壇推廣郵碼吸金

伊院金禧誌慶 人手仍短缺

郵輪客消費超普通客一倍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蘋果日
報》又再被揭發報道失實！行政會議成員林
奮強昨日被《蘋果日報》以頭版頭條報道 「
亂屈」歧視新移民後，即日以錄音力證清白
，在被指發表歧視新移民言論的分享會上，
說的是 「我完全唔係歧視新移民」，而非報
道內的 「我完全係歧視新移民」。鐵證如山
下，《蘋果日報》昨日承認報道出錯，向林
奮強鄭重道歉。對有關報道的無理指控，林
奮強稱 「深表遺憾」。

正在休假的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昨午出
席一個有關年輕人住屋困難的講座時，就《
蘋果日報》昨日指他歧視新移民的頭版報道
，主動澄清表示，由他創辦的智庫組織 「香
港黃金50」成立近兩年，所做的研究與發表
言論及文章，全部透明一致，從沒說過歧視
新移民，他對有關報道 「深表遺憾」。

面對無理指控，林奮強昨日回應時一臉
無奈，只能以鐵證示清白。就報道指他於上
周四出席一個論壇時，發表歧視新移民的言
論，並借反對派之口，批評政府沒有協助基
層，林奮強稱，當日出席的是一個分享會，
他昨日早上收到一名當日有出席分享會的
聽眾傳來的分享會聲帶，並即場播放該段
聲帶。

在聲帶中，林奮強說的是 「我完全唔係
歧視新移民，到香港，法律上係香港人
，就係一等公民」，而非有關報道內引述的
「我完全係歧視新移民」。林奮強稱， 「香

港黃金50」已舉辦200多場分享會，與會者
都知道該會理念是認為只要通過合法程序來
港，就是香港公民，香港只有一等公民。

林奮強稱， 「香港黃金50」過往有在《
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清楚提出 「我們絕非

鼓勵大家歧視新移民」，並提出香港政府應
針對新移民面對的困境推行 「肯定性行動」
，提供各種支援。他個人甚至捐出行政會議
的酬金，捐助為新移民兒童提供補習服務的
人士。

力證林奮強清白的錄音一出，《蘋果日
報》昨日傍晚在網上即時新聞報道稱， 「蘋
果日報總編輯張劍虹承認報道出錯，鄭重向
林奮強道歉」。報道稱張劍虹聽過錄音後，
認為林奮強 「的確沒有歧視新移民之意」，
並稱該報 「錯就要認」。

不過，網民狂插《蘋果日報》報道不盡
不實。網民May Cheung留言指 「聽錯？如
果無錄音，後果如何？公信力如何？以往屈
咗幾多單？」這個留言迅速贏得數十個認同
的 「讚」。有網民直指 「蘋果報道錯誤不是
新聞，認錯才是」。

亂屈林奮強《蘋果》認衰道歉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實習記者楊致珩報道：
伊利沙伯醫院今年迎來50周年金禧誌慶。九龍中醫院
聯網總監及伊利沙伯醫院行政總監熊志添表示，院方
早在30年前出現醫護人員人手壓力問題，至今人手短
缺問題仍存在，希望社區及病人家屬也協助預防工作
；未來面對人口老化等挑戰時，醫護人員仍能提供可
靠及高質素醫療服務。院方亦將重建油麻地專科診所
大樓，預計在2016年9月投入服務。

伊利沙伯醫院於1963年9月正式啟用，醫院當時

提供1,338張病床，但至80年代高峰期，病床一度增
至2,200張，公院病房 「逼爆」情況早已出現。九龍
中醫院聯網總監及伊利沙伯醫院行政總監熊志添表示
，80年代醫院較少，但病人較多，形容 「現時病人量
都不及以前大。」至1997年出現金融危機，甚至政府
於2006年增加撥款，公立醫院與私家醫院的醫護人
員薪酬仍存有差距，令他們有怨言，造成醫護人員
流失。

熊志添續說，現時院方人手仍相對短缺，特別是

冬季。由於早年病人留院時，不少親友會前來照顧，
但現時病人以年老病人居多，家屬也多信賴醫院，相
對增加了醫護人員人手壓力。他指，本港人口老化問
題嚴重，加上慢性病佔整體達八成，希望醫護人員未
來仍共同努力，提供更安全、可靠及高素質的醫療服
務；並加強病人和社區參與預防疾病工作。

提供千八病床全港之冠
伊利沙伯醫院現時提供1,800張病床，數目仍為

全港之冠。日間醫療中心每日接收逾2,000名病人，
急診室每日則接收500至600人。面對未來設計需求增
加，院方擬重建油麻地專科診所大樓，重置診所現有
服務和設施外，並會將糖尿病及新陳代謝中心、跨專
科疼痛治理中心、特別治療診所，及青少年治療中心
集中到新大樓。當局今年年中將向立法會財委員會申
請撥款，預計2016年中完工，9月完成。

重建油麻地專科大樓
伊利沙伯醫院今年將舉行一系列活動慶祝50周年

。昨日率先舉行伊院金禧健步同樂日及伊利沙伯醫院
50周年誌慶開幕禮，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醫院管
理局主席胡定旭、醫管局行政總裁梁賢等擔任主禮
嘉賓。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因應前線醫護人員面對人
手壓力問題，政府已成立 「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
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並由2012至13年度起三個財
政年度增撥兩億元，增加醫生、護士和專職醫療的高
等教育學額，希望透過挽留人才、培訓和專業發展工
作，紓緩醫護人員人手短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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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
今日會將首批

在海洋公園出生的企鵝寶寶破殼而出的片段，上載至
公園的網上短片平台。片段中亦會介紹公園護理員如
何設計別出心裁的工具，以配合企鵝的日常護理，如
底部裝有鏡子的透明台階，護理員可透過鏡子觀察企
鵝的足部健康，此外，護理員亦特別設計透明膠板以
分隔企鵝，方便為企鵝們量度體重及觀察腳部健康，
而透明的膠板亦可讓企鵝們看到身邊的同伴，令習慣
群體生活的牠們安心接受身體檢查。

海園企鵝BB出世上網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
「讓也斯的筆觸廣傳」為題，在其網上專欄 「

局長隨筆」撰文，談及香港著名文學家梁秉鈞
教授日前去世。梁秉鈞以也斯為筆名寫作，是
一位富有香港人文特點的文學家，筆下既帶香
港風情，又沾世界風采；既察於草根之細微，
又廁身學術之殿堂；既努力展示個人之才華，
又不忘提攜社會之進步。也斯馳譽香港以至世
界文壇，香港將有連串活動，既是紀念梁教授
，也為體現他的遺願，推廣香港文學。以下為
全文：

香港著名文學家梁秉鈞教授日前去世。梁
秉鈞以也斯為筆名寫作，馳譽香港以至世界文
壇，本來仍值創作盛年，噩耗傳來，令人惋惜
。香港將有連串活動，既是紀念梁教授，也為
體現他的遺願，推廣香港文學。

冀香港文學獲廣泛關注
梁教授有言： 「寄望香港文學能得到本地

以至世界的廣泛關注，香港文學多年來處於邊
緣地位，其實本地有很多優秀作家受到忽略，
希望香港文學地位將來得到平反。」

香港的一個特點是地方小。在一個小地方
，只要能鑽進去，也可以從小宇宙中找到大天
地。梁秉鈞的寫作，過人之處是既能鑽進去，
又能走出來，既深且廣地下功夫。他眼界開闊
，著述豐富，涉獵領域廣泛，而又處處展現香
港的本土特色，可說是戰後以來香港文壇一位
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以中文和英文寫作，一些
作品還被翻譯成其他文字，走出香港，贏得本
地以至海外的讚譽。

他不耽於書齋，而是與社會緊密接觸，是
一個文化藝術方面的社會活動家。這使他能夠
從紛繁的香港社會汲取豐富的創作營養，使筆
下充滿香港色彩，平實而富有生活感。香港人
喜歡飲食，他就寫過不少有關飲食的文章，把
看似平凡的 「飲飲食食」與文學聯繫起來；近

年出版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很受歡迎，被譽為雅俗共賞
的佳作。

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還是為了推廣文學；不但在香港
推廣，還向世界推廣。他曾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十
年之久，為本地文學發展給予了寶貴意見。他大力推動藝術
教育和文化交流，為本地不少文學組織及項目擔任顧問，經
常參與海外和本地的文藝交流活動。

二○一○年世界博覽會期間，香港到上海舉辦美術展覽
。梁教授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到展覽現場，與龔志成
、梅卓燕一起，表演了詩歌朗誦、音樂演奏和舞蹈三種藝術
的綜合展示。去年利物浦雙年展，梁教授應邀以三組詩作，回
應展出的三件香港藝術作品，幫助擴闊參觀者的想像空間。

多項活動紀念也斯
梁秉鈞四十餘年的創作生涯裡，當過記者、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專欄作家，又曾在美國的大學、香港的大學任教
。大筆所涉，詩歌、散文、小說、電影、文學評論都留下豐
宏著作，而且作過頗為前衛的探索，例如早就以現實與魔幻
結合的手法寫小說。

香港中央圖書館藏有梁教授的作品約五十種，包括小說
、詩集及評論等；還有他的手稿、簽名本、錄音和剪報等。
從本月八日起，中央圖書館八樓的香港文學資料室，以《告
別人間滋味》為題，展出教授的書籍和手稿。展覽初定舉行
至下月二十八日。

公共圖書館亦將於三月推出網頁，包括有網上展覽《食
物有情──非常食家也斯》，這是二○一一年七月梁教授此
項活動的紀錄。網頁亦有聲音檔，是他文學講座的錄音，包
括作品《普羅旺斯的漢詩》的朗讀。

本月二十六日，圖書館與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合辦講
座，題為《也斯與香港文學》。

康文署香港藝術館今年舉行利物浦回應展，展出也斯的
回應詩。另外，藝術推廣辦事處計劃於明年年初在也斯逝世
一周年舉辦 「文學+越界展覽」，以視覺藝術展示也斯的文
學創作。

也斯可說是一位富有香港人文特點的文學家，筆下既帶
香港風情，又沾世界風采；既察於草根之細微，又廁身學術
之殿堂；既努力展示個人之才華，又不忘提攜社會之進步。

他一生培育過無數文學愛好者、創作者。大家期待他的
化雨春風不但催生出新苗，還茁長出巨木。

醫生希望子女也行醫
【本報訊】實習記者楊致珩報道： 「伊利沙伯

醫院就像一個大家庭。」該院麻醉科及手術室副顧
問霍敬德於伊院出生，畢業後加入伊院工作至今。
當中最深刻印象是1996年嘉利大廈五級火當晚，多
名已休班醫生也紛紛趕回醫院參與搶救，箇中精神
亦是令霍不欲離開伊院的原因之一。

伊利沙伯醫院麻醉科及手術室副顧問霍敬德與
伊院 「年紀相若」，他40多年前於伊院出生，當時
負責接生的醫生正是霍現時的上司。及後他在澳洲
修畢醫科課程後回流返港，1992年決定加入伊院，
一直工作至今， 「與伊利沙伯醫院有着割不斷的情

緣」，並形容伊院對他來說是另外一個家。
1996年嘉利大廈發生五級大火，大廈位置與伊

利沙伯醫院鄰近。霍敬德憶述，當晚與許多同事本
來已下班，但見事態嚴重， 「決定跑回醫院救人」
，又發現不少毋須值班的醫護人員也紛紛趕回醫院
參與搶救工作，並一直堅持至深夜，事件亦令他留
下深刻印象。他坦言，曾獲邀請到私家醫院工作，
但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的團隊精神，正是他一直不願
意離開伊院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笑說，若將來有子
女，亦希望他們能夠成為一名醫生，繼續在伊院服
務市民。

旅發局數字顯示，本港去年首9個月共有逾47萬
郵輪旅客，當中過境旅客佔約5.1萬人，他們的人均
消費高達4,800元，比一般過境旅客的人均消費2,000
多元高出一倍。旅發局會議展覽及郵輪業務總經理黃
卓雄表示，在歐美等較成熟的海外郵輪市場，外遊人
士中每100人有約3人選乘郵輪，而亞洲區的外遊人士
當中，現時每100人僅1人會選乘郵輪，顯示亞洲區郵
輪市場潛力極大，而啟德郵輪碼頭更有地勢之利，吸
引鄰近地區，特別是內地旅客來港乘搭郵輪。

亞洲郵輪市場極具潛力
為推廣香港郵輪市場，本港首個郵輪論壇將於本

月21日至24日，在紅磡唯港薈酒店（Hotel ICON）
舉行，黃卓雄表示，此次郵輪論壇將邀請約150人參
與，當中50人為海外代表，包括全球郵輪公司高層，
和亞洲區內其他郵輪港口的代表，如上海、新加坡及
日本等，他們會與郵輪公司代表分享經驗。旅發局並
希望透過論壇與其他港口保持緊密關係，以便日後合
作，設計更多具吸引力路線。

在論壇的最後一天，旅發局已設計3個陸上行程
供郵輪業界代表 「試玩」，代表們可隨自己喜好參與
其中一個。首個行程主打香港著名景點，代表們將遊
覽本港 「必看」景點，包括天星小輪、山頂及乘坐開
篷巴士等；第2個行程是香港地道文化遊，代表們將
乘坐古董電車遊覽灣仔至中環，再往荷李活道一帶參
觀文武廟、古玩店及本地畫廊等；第3個行程是讓代

表感受香港人生活，他們將往傳統街市買菜，並跟隨
大廚炮製生炒排骨。

黃卓雄希望，郵輪公司將來可將行程向郵輪客推
銷，提升岸上觀光行程的吸引力。他並透露，此次香
港郵輪論壇後，旅發局將會在3月往美國邁亞密，參
加當地舉行的國際郵輪博覽會議，進一步推廣香港郵
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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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
右五）等出席伊
利沙伯醫院50周
年誌慶開幕禮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伊利沙伯醫院醫生熊志添
（左）和伊利沙伯醫院麻醉科及手術室副顧問醫生
霍敬德在講述他們和伊院的故事

實習記者楊致珩攝

▲為推廣香港郵輪市場，本港首個郵輪論壇將於本月21日至24日，在紅磡唯港薈酒店舉行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