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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渣馬本周日全速開跑，警
務處指為配合賽事，港九新界賽道及多條道路，將於23日
晚11時45分起，分階段封路，24日早8時30分起，逐漸解
封，直至下午2時15分後完全解封。運輸署稱，多條巴士
及專線小巴要改道，港鐵當日將提早服務，亦有7條特別
巴士路線於凌晨開出，接載參賽者，預計港島多條道路和
紅隧往香港方向，會比一般星期日繁忙，很大機會出現車
龍，呼籲市民支持和諒解，並提早出門。

警務處指出，全馬及半馬賽事起點尖沙咀彌敦道至終
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賽道，將於周日凌晨1時40分至
上午約10時封道，而10公里賽事賽道東區走廊，將由當日
凌晨2時封道，至上午10時起逐步解封，預計11時完全解
封。3公里輪椅賽起點灣仔運動場賽道於周日凌晨5時至下
午2時15分封道。另外，多條比賽涉及道路，包括青馬大
橋、汀九橋、東隧、西隧，以及尖沙咀和中環至銅鑼灣等
道路亦將於23日晚上11時45分起，分階段封道。警務處港
島交通督察張立臻稱，比賽線路與去年一樣，封路措施與
去年大致相同。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袁妙珍表示，比賽當日共有167
條巴士線路及30條專線小巴需改道或暫停服務，而港鐵11
條線將提早服務，相繼於凌晨3時22分開出，亦有7條特別
巴士線負責接載參賽者。她呼籲市民出行時，留意交通封
道標誌，又稱當日交通易出現變化，或採取緊急交通管制
措施，市民可撥打熱線1823查詢。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首次獲國際田聯認可
的 「銀級賽事」的渣打馬拉松將於今個星期日開跑，
本屆參賽人數高達72,000人，較去年多2,000人。賽事
籌委主席高威林表示，為免重蹈去年1名健兒跑死悲劇
，今屆增加逾百位醫護人員組成800人的醫療輔助隊，
又提醒參賽者協調休息與訓練時間，降低受傷機會。

高威林指，比賽當日氣溫介於17至22度，早上天
氣清涼，適合舉行賽事。又指因今年增設半馬輪椅比
賽，協助大會的整體工作人員增至5000名，其中僅醫
療人員就有800人，較去年多百多人，當中包括逾30位
醫生及近50名護士，不過於衝線位提供救助的醫生數
量維持3人。

他續說，大會亦於九龍增設兩個水站，沿途有35
個水站為選手提供健康飲品，亦會為全馬選手提供香
蕉及朱古力等補充能量的食物，大會還為中途放棄的
選手安排巴士接載。此外，大會將出動約10部救傷車

，以及派出電單車沿途巡邏，另於維園及記利佐治街
設置瞭望台，密切留意及確保選手安全。

高威林表示，主辦單位希望渣馬於明年晉級國際
金牌賽事，為此邀請到幾位超速選手參賽，亦邀得上
屆三甲選手參與，爭取再次衛冕，又指本屆渣馬第三
度與亞洲馬拉松錦標賽同場舉辦，吸引來自日本、朝
鮮、內地等眾多好手參與，相信屆時將跑出佳績。

對於去年有運動員被發現 「頂包」參賽，他認為
事件純屬運動員個人操守問題，又稱大會無法逐一核
實參賽者身份，但如有頂包參賽者作賽時發生意外，
將無法與其家屬聯繫，呼籲選手不要頂包。

上屆亦有市民投訴賽事帶來噪音，影響休息，高
威林稱，今次已盡量改善，將鳴槍及喇叭等對向海面
，相信有助於降低聲響。被問及是否考慮延長比賽及
封路時間時，他表示，下午天氣轉熱，選手易出現不
適，而且應將賽事對普通市民的影響降至最低。

青年須認清時代發展
青年企業家A：過去，香港青年的優勢及競

爭力都比內地青年強，國際視野也比較開闊，
但隨國家的不斷發展，現在內地的青年可透
過各種渠道得到非常豐富的資訊，中港兩地青
年的優勢差距逐漸拉近，不少內地青年的優勢
甚至已超越香港青年。請問您有什麼意見可給
予香港青年呢？

郝鐵川：青年發展之事，古今中外，舉世關注
。100多年前，梁啟超先生就在《少年中國說》一文
裡激情滿懷地寫道：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
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
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
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
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國，與
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次十八
大報告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面向未來的
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續奮鬥。全黨都要
關注青年、關心青年、關愛青年，傾聽青年心聲，鼓
勵青年成長，支持青年創業。廣大青年要積極回應黨
的號召，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永遠
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熱愛我們偉大的人民，永
遠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在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偉大事業中，讓青春煥發出絢麗的光彩。」香港社
會對青年的發展也十分關注，從不同方面都提出了許
多意見，梁振英先生在任特首前撰寫的一系列研究香
港發展的論著裡，對青年的就業、置業等就墨不少
，殷切關懷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

識時務者為俊傑。幾千年的文明史早已顯示，青
年認清時代發展大勢、國家發展大勢、民族發展大勢
等是極為關鍵的問題，把握好了這一點，才能在時代
、國家、民族的前進步伐中建功立業。有學者說18、
19世紀是歐洲人的時代，20世紀是美國人的時代，21
世紀是中國人的時代。習近平最近提出了 「中國夢」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建成中等發達國
家，本世紀末躍入主要發達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人們期待香港青年發揚獅子山下精神、發揮
香港中外文化交匯的優勢，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
發展自己、奉獻社會。

支持依基本法推進民主
青年企業家B：最近有學者提出 「佔領中環

」，實現普選。您對香港實行普選有怎樣的看
法呢？

郝鐵川：中央政府最支持香港在法治的軌道上
發展民主。港英時代長達100多年無視港人的民主權
利，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中國收回香港的壓力下，
搞了一些局部民主選舉。是中央政府在回歸前就提出
了香港的普選目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後積極支
持香港社會在基本法的軌道上全面展開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委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等選舉，中央政府一直是香港
民主的正能量，這是不可抹殺的、確鑿無疑的事實。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現在香港普選的時間表
已經明確，走向普選的法治軌道已經鋪設，即：按照
「五部曲」制定普選辦法。這 「五部曲」是：一是行

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制定普選辦法的報告；
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的報告給予答覆；三

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普選辦法方案，須經立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是行政長官同意立法
會通過的普選辦法；五是行政長官將普選辦法報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民主和法治密不可分。沒有民主作基礎的法治容
易流於專制；沒有法治作為邊界的民主容易流於動亂
。法治是香港社會奉行已久的基本理念，基本法是香
港多元社會中的共識和基石，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民
主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堅持依法和以德治國
中學老師C：我相信許多港人樂見在十八大

報告中，新領導班子在多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
決心，但更多港人關心的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
人、事和生活環境，目前香港仍然有很多人對
內地存在排斥感。坦白講，我對國家有深厚
的感情，我愛我的國家，但當我在香港看到內
地同胞 「打尖」、在公眾場合高聲呼叫、在大
街大巷蹲下、在百貨公司就地換衣服等情況，
我真的不禁搖頭嘆息。我的問題是怎麼能解決
國家經濟高速發展與國民質素改善緩慢之間的
不平衡性？

郝鐵川：受經濟、教育、法治等因素的發展水
準制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人口素質都曾經歷過一個
從低到高的演進過程。過去歐洲人曾經看不慣美國人
，歐洲人也曾看不慣去旅遊的日本人、香港人等亞洲
人，但隨法治經濟教育社會的發展，隔閡就日益縮
小。十八大報告把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視為社
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提出： 「要堅持依法治
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
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
代新風。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
假惡醜，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
庭責任，營造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培育
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深入
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
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加強和改
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
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深化群眾
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廣泛開展志願服務，推動學雷
鋒活動、學習宣傳道德模範常態化。」我相信隨內
地法治、經濟、教育、社會等方面的不斷進步，隨
各級政府對道德建設的常抓不懈，內地人的文明素質
一定會有較大的變化。

特首關懷港青寄殷切期望
——郝鐵川與各界座談十八大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元宵佳節，不少人
都會吃湯圓，取其 「團圓」好意頭。急凍湯圓隨處可
見，但新鮮湯圓卻一 「圓」難求，有專門售賣新鮮寧
波湯圓的老店估計，元宵當日將可賣出近5萬粒。

「要一盒湯圓丫！唔該！」元宵佳節臨近，近日
有不少人都來銅鑼灣老字號南貨店 「老三陽」購買湯
圓， 「老三陽」董事總經理祁玉鳳表示，店舖自開業
以來，一直售賣3種傳統餡料的湯圓，分別是花生、芝
麻及紅豆。產品雖已行銷數十年，但仍大受歡迎，平
日銷量約300至500盒，每逢佳節如新年、元宵等，銷
量更高達2000盒，以一盒有24粒計算，臨近的元宵將
可售出約5萬粒湯圓。

「老三陽」出售的湯圓能風行多年，很大程度上
與其寧波湯圓，每日由合作廠房新鮮製造有關。祁玉
鳳表示，急凍湯圓外皮 「較實」和較厚，餡料也及不
上新鮮湯圓 「香口」；新鮮湯圓因水分充足，每一粒
都圓潤飽滿，食味和口感都較佳，因而較受愛戴。她
指曾試過在年廿八的下午，店內湯圓已全數售罄，需
即時添貨。客人不忍空手而回，唯有到附近閒逛幾小
時，待新貨送抵時，立即搶購。

最近有不少假冒 「老三陽」包裝的 「假貨」湯圓
出現，祁玉鳳直言 「真金不怕洪爐火」。儘管該店出
品比市面對手貴1至2元，但她認為 「識食」的客人深
明 「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不會為一元半塊而計較。

世通今早不解畫即停會籍
【本報訊】旅遊業議會前天向 「世通假期」發最後通

牒，若旅行社負責人王永堅今日上午10時仍未到旅議會現
身為事件解畫，議會將引用旅議會組織章程細則第11條，
即時暫停其會籍。旅議會表示，昨日仍未聯絡上王永堅，
強調今天將是最後機會，若王永堅不現身將會即時暫停其
會籍。

世通假期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已令香港旅遊業蒙羞，但
旅行社負責人王永堅仍然一直 「潛水」，昨日亦未有到旅
議會解釋。旅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昨早仍無法與王永
堅聯絡，他重申旅議會前天已發最後通牒，若王永堅在今
早10時的限期前，仍未有親身到旅議會解釋事件，將會
暫停世通的會籍，而會籍暫停期間，世通將不可經營業
務。

旅議會主席胡兆英指出，相信市民對事件都會感憤怒
，但由於議會是監管機構，做事必須要跟程序，香港亦講
求法治精神，因此議會前天已引用旅議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11條向王永堅發最後通牒。

【本報訊】本報獲悉，香港中聯辦
宣文部郝鐵川部長最近與香港各界人士
就十八大舉行了一些座談，回答了與會
者的一些提問：

老師傅新科技創環保花燈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元宵將至，除維多

利亞公園會舉行大型綵燈會，全港九新界多區的公園
亦會舉行小型花燈會，與市民共慶佳節。擁有30多年
紮作花燈經驗的老師傅夏中建便是其中一個 「幕後搞
手」，但與傳統以竹為骨架，再糊紙或布成燈的做法
截然不同，夏師傅表示如今的花燈與時並進，採用電
腦噴畫、鐵通燒焊、防火防雨布料等新科技造成，更
有趣的是可以改頭換面重用，而不像過往般用完即棄
，非常環保。

花燈紮作通常予人式微手藝印象——年過半百的

師傅以雙手和竹枝紮出燈架，再貼上彩紙或布……時
至今日，新技術大大改變製作過程，夏中建指近10年
花燈紮作業已無人親手逐筆繪製花燈。手繪講求師傅
功力，既花時間，成品又易褪色；新方法改以電腦噴
畫技術，將圖案印在防風、防雨、防火的安全布料，
例如燈箱經常採用的黃帝布；枝架方面，則以穩固鐵
枝取代傳統竹枝。

夏中建指，花燈製成品往往達7至10米，約相當於
5層樓高，根據香港法例規定，凡超過1.7米高的建築
物，必須在現場搭建棚架。業內也緊跟法例制定守則
，例如在公共場所蓋搭鋼架時，僱用合資格的工程人
員和監工；即使更換花燈燈泡也會搭棚。

花燈工程非普羅市民花數十元的燈籠玩意，由設
計、製造，以至搭建裝嵌的整個過程，至少一個月，
若結構複雜，製作期更可達數月。耗資由數十萬至逾
100萬元不等。

今年元宵花燈節，夏中建主要為西營盤3個公園
炮製元宵花燈。先由自己構思主題，再邀請兩位廣東
華南美術學院的畢業生以電腦繪圖。他說： 「荷李活
公園的元宵花燈主題為招財童子、中山公園的設計講
述一群小孩在燒炮仗嬉戲，而卑路乍灣公園則是仙女
蝴蝶散花，可謂各有特色，既有故事性，又充滿中國

傳統文化色彩。」

引入節能再用概念
夏中建年輕時跟從花燈大王梁有錦學師，自1980

年開始紮作花燈生涯，至今已33年，多年來他熱衷革
新製作技術，例如近年社會講求環保概念，他就加入
環保節能概念，例如以耗電量低的LED燈，取代傳統
鎢絲燈，可謂與時並進。

另外，為了配合環保再用趨勢，他盡量將花燈結
構設計到可以循環再用。他說： 「每年舉辦花燈活動
主要有元宵、中秋、聖誕等節日，如元宵時荷李活公
園展覽的招財童子，到中秋時可改頭換面變成俏嫦娥
，轉移到中山公園擺放，既令不同地區的市民有新鮮
感，又可節省物料，減少浪費。」

夏中建不認同花燈紮作是式微行業，據他表示，
內地的購物中心及屋苑對節日花燈需求日增，他今年
就為廣州天河城和番禺多個私人屋苑提供花燈，可惜
行內不少師傅年邁，出現青黃不接，70年代最旺盛的
時期，業界多達800人，現時只剩4、5人。在缺乏人手
情況下，他惟有將生產工序分工，以提高生產量，應
付需求。

周六夜起港九多處封路

▲為了配合環保節能的潮流，夏中建設計花燈時，
盡量循環使用物料 本報記者譚月兒攝

▲梁振英去年在青年高峰會議與本港年輕人交流 資料圖片

◀高威林指
，大會在今
屆渣馬將工
作人員增至
5000 名 ，
其中醫療人
員就有800
人，較去年
多百多人

湯圓老店料元宵賣5萬粒

▲港島交通督察張立臻（右二）指封路措施與去年大
致相同 本報記者張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