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地四匹打冠軍參戰
兩屆馬王 「雄心威龍」依然是香港奪標希望之一

。此駒前年摘下香港打桂冠之後，繼而以無敵姿態
勇奪愛彼女皇盃，假若在今仗再下一城，便成為自1995
年以來，繼 「榮進寶蹄」及 「爆冷」之後，第三匹能
兩勝這項大賽的佳駟。

另一邊廂， 「事事為王」則力圖成為女皇盃升格
為國際賽事之後，第三匹能夠接連勝出香港打大賽
及女皇盃的賽駒。以往只有兩駒能夠完成如此高難度
任務，其一為 「爪皇凌雨」（2005年），另一便是 「雄
心威龍」。 「事事為王」上仗首次在港出戰2000米賽事
，縱然賽事中段際遇有點不順，但仍能以出色姿態捧
走打獎盃，足證實力強橫。

況且 「事事為王」的練馬師高伯新堪稱 「大賽練馬
師」。早在來港開倉之前，他已曾率領 「迪諾醫生」兩
度征港角逐香港瓶並且蟬聯冠軍。倘若「事事為王」今趟
能攻下女皇盃，高伯新便會成為現役練馬師之中，首位
在來港設廄前後均能在香港勝出國際一級賽的練馬師。

陣中另外兩匹打冠軍，分別為2011年愛爾蘭打
冠軍 「瑰寶灘」與2010年日本打冠軍 「榮進閃耀」。

「榮進」 系主人子承父志
去年日本代表 「統治地位」輕易捧走愛彼女皇盃，

今年派出名氣更響的 「榮進閃耀」來港，擺出一副志在
莊之勢。現年六歲的 「榮進閃耀」，曾經勝出2010年日
本打大賽；去年十月勇奪秋季天皇賞，再贏一級賽；
今年3月復出競逐2000米二級賽產經大阪盃，緊隨日本馬
王 「黃金巨匠」之後得季軍，只負大約四分三馬位。經
過該仗，應已為今次征港做好準備。

隸屬同一件綵衣的 「榮進寶蹄」，曾於2002及2003
年兩勝此賽。當時 「榮進寶蹄」由榮進堂的掌舵人平
井豊光擁有。榮進堂現由其長子平井宏承及次子平井
克彥打理，後者在香港亦有養馬，名下以往有 「榮進
寶寶」、 「榮進蜜運」，現有 「榮進公主」。平井兩
兄弟子承父志，帶領 「榮進閃耀」進軍沙田，期望能
再度揚威香江。

郭克孖 「寶」 虎視眈眈
過江猛龍豈止 「榮進閃耀」一駒？帶領馬匹遠征

香港極具心得的南非練馬師郭克，過去曾以 「幻彩光
華」及 「雕塑家」兩奪愛彼女皇盃，今年他更是雙龍
出海，其中哈利法酋長名下的去年南非馬后 「瑰麗珍
寶」尤其值得留意，因為此件綵衣曾有 「雕塑家」於
2008年揚威女皇盃，另有 「壁虎夢」在2010年僅負於 「
爆冷」頸位得亞軍。

郭克陣營另一匹戰馬是 「天文學家」子嗣 「瑰寶
灘」。去年此駒仍隸屬岳伯仁旗下時
已來港參加這項獎金一千四百萬港元
的大賽，結果敗於 「統治地位」七個
半馬位得第九。雖然加盟郭克馬房後
，今年在迪拜跑過兩次表現一般，但
畢竟貴為2011年愛爾蘭打及美國秘
書長錦標雙料一級賽冠軍，倘若今仗
才是幕後真正矛頭所向的話，在此東
山再起非不可能！

兄弟幫大戰父子兵
告達理與胞弟告東尼各有兩駒參

戰，是本屆女皇盃另一矚目之處。
由告達理訓練的 「時尚風采」近年不論在香港或

海外角逐短途大賽均曾取得好成績，不過今年其馬房
有兩駒列陣女皇盃，卻屬破天荒之舉，當中 「爪皇豪
火」與前女皇盃冠軍 「爪皇凌雨」由同一家族的成員
擁有，雖然 「爪皇豪火」被視為今屆女皇盃的黑馬，
但上個月亦曾與 「事事為王」同場競逐千八米跑得第
三名。廄侶 「霸王神駒」去年三月在迪拜世界盃賽馬
日角逐阿聯酋打（1900米膠沙地二級賽）跑獲亞軍後
，隨即被香港馬主余國樑購入，來港服役後已上陣三
次，雖未上名，但一場比一場跑得接近。

論牌面，告東尼自然比胞兄更具優勢。他旗下的
「加州萬里」，於前年的女皇盃中僅不敵 「雄心威龍

」，屈居亞軍，今年挾首匹蟬聯香港盃冠軍之馬的威
名捲土重來，誰敢小覷？ 「加州」系主人梁氏家族在
香港雖捧盃無數，但在女皇盃歷史上，之前亦只得一
匹 「告魯夫」曾兩度跑入位置。練馬師告東尼必定扭
盡六壬，務求令到這件綵衣揚威女皇盃。

至於 「續領風騷」，去年在新航國際盃飲恨於 「
鬥牛城」蹄下，令大摩在海外首嘗一級賽勝果好夢成
空。今仗是此駒轉投告仔旗下之後首披戰袍，而告東
尼處理此類馬匹的手法向來急進而且成功率頗高，更

何況此駒幕後與告仔素有交情，若
能一擊即中，告東尼的招牌又可以
擦得靚靚。

近年曾以 「爆冷」兩奪女皇盃
的大摩，今年兵分三路，其中兩度
在香港盃屈居亞軍的 「魔法幻影」
，馬主蕭百君與應屆香港經典盃季
軍 「醉必勝」的馬主蕭劍新為父子
關係。假如這兩駒能夠跑入前兩名
，必成一時佳話，皆因女皇盃自
1995年轉為國際賽至今，還未曾有
過馬主父子包辦冠亞。事事為王事事為王

愛彼女皇盃 兩大元素 精彩可期
國際一級賽愛彼女皇盃將於4月28日在沙田馬場矚目登場。
用作平地競賽的純種馬，通常在四至六歲進入大熟至戰鬥力全盛期。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屆愛彼女皇盃毫無疑問會是一場形勢十分緊湊、競爭異常激烈的大賽。因為陣中除了一匹
八歲馬（自由好）和兩匹七歲馬（加州萬里、魔法幻影），其餘十一駒均為四至六歲，當中
還包括兩匹海外及兩匹香港打冠軍。

從另一角度來看，這項二千米國際一級賽同樣極具可觀性，因為十四匹獲選參賽馬匹之
中，有六駒曾勝出國際一級賽；另有四駒曾勝出香港一級賽；還有一駒曾兩度在國際一級賽
獲得亞軍。

有獎問答遊戲預告：本報讀者有機會獲得由
香港賽馬會送出的豐富獎品。詳情請留意4月22日
刊出的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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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0.5注中，每注派25,440,160元
二獎：1注中，每注派2,378,700元
三獎：95.5注中，每注派66,420元
多寶獎金：12,720,0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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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放寬N無定義
入息上限與申請公屋看齊

文學大師王蒙來港演講
楊建平周愛國許琳許曉暉等出席

【本報訊】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大師王蒙
，日前在灣仔會展中心作題為《我的文學人生》的
專題演講，與本港各界名流分享他的寫作人生與生

命感悟。
王蒙在演講中旁徵博引，用自己八十載的人生歲

月佐證，文學會使生命變得精彩而有趣，會使現實生

活充滿遐想的意趣。他形象地比喻，文學好像一種花
生豆，人們在有牙而沒有錢買它的時候，可以享受到
吃到它的感覺；而在有錢而沒有牙的時候，可以想像
到咬到它時的快樂。王蒙還透露，今年是他八十壽誕
、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周年，將於年內出版1,700多萬字
、總共四十五卷的《王蒙全集》。王蒙幽默風趣的演
講，不時激起聽者會意的笑聲和熱烈掌聲。演講後，
他還即席回答了聽眾提問。

王蒙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
編、文化部部長等職。1953年，他因創作長篇小說《
青春萬歲》而一舉成名，後被錯誤打成右派，歷經勞
動改造，發配新疆等 「苦難的歷程」，直至1978年才
平反回京。他的文學創作以小說為主，60年來共創作
出版了近百部小說、散文、詩歌和學術著作，被譯成
20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他在藝術形式上大膽探索，
成功將西方 「意識流」、 「黑色幽默」等藝術手法與
中國傳統的諷刺藝術和喜劇形式融為一爐，對中國現
當代文學創作作出重要貢獻，是我國享譽國際的文學
大師。

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宣文部副部長周愛國，中
聯辦經濟部副部長許琳，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大公報總編輯賈西
平，中華能源基金會董事局常委蘭華升，中國文化院
行政總裁吳建芳等近百社會名流出席活動。據悉，王
蒙今天將與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展開 「大師對話」。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文學大師王蒙（前排中）來港作演講。本港各界近百人出席，包括中聯辦副主任楊
建平（左四）

【本報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
會昨日討論攜手扶弱基金，多名議員
認為計劃成功，但希望審批程序可以
縮短及加快。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
務）麥周淑霞表示，最新一輪計劃，
涉及商界捐助超過8000萬，近400間公
司參與捐助，為歷來最多，基金早前
簡化低額資助申請的程序，令相關申
請宗數較上兩輪計劃急增一倍，未來
會繼續推動商界參與計劃。

為推動社會福利界、商界和政府
建立三方夥伴合作關係，政府於2005
年以2億元設立基金，按商業機構的
捐贈，提供等額資助予非政府福利機

構推行福利計劃，以扶助弱勢社群。
截至今年2月，基金至今合共資助141
間非政府福利機構推行573個福利計
劃，涉及等額資助超過2.4億元，共
得到917間商界夥伴捐助，捐款金額
達2.5億元，受惠的弱勢社群逾80萬
人。

有議員表示，基金審批款項予非
政府福利機構時，需看其長遠的財政
狀況，對他們構成壓力，例如有機構
幫助單親人士就業，但商業機構對有
些地區服務不感興趣，希望當局能放
寬準則，讓沒有商界參與的非政府福利
機構也能得到資助。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昨日下午開會，
有委員建議整合津貼，將N無人士津貼
及租住私樓長者的津貼合併。羅致光在
會後承認，之前房定義引起爭議，有
不少N無人士因其定義範圍狹窄而未能
受惠，現時傾向將定義放寬，改以租住
私人樓宇，不論是房還是其他房屋，
若該人士屬低收入住戶，其租金佔其收
入比例不符，均可得到援助。即是說，
只要申請人的入息符合申請公屋資格，
租金支出不能高於入息上限一半，以一
人家庭為例，租金不多於4440元，而二
人家庭不多於6875元，就可以申請津貼
。

預計七萬戶受惠
津貼金額方面，水平暫會與N無人

士津貼作基礎，即1人家庭是3000元，2
人家庭6000元，3人或以上是8000元，但
就低於現時長者租住私樓津貼1000至
4000元。羅致光預計，放寬申請資格可
令70000戶受惠，遠較現時兩項津貼合共
約20000戶為多。羅致光表示，委員就N

無人士資格定義有初步共識，之後會與
社區組織討論實行細節。羅致光又說，
暫時未知措施會否刺激小型單位租金上
漲。

在特殊學校兒童車船津貼方面，羅
致光表示，現時學生資助辦事處制度下
，車船津貼以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回校作
為審批準則，但特殊學校學童或須乘坐
復康巴士、校巴，費用較一般交通工具
貴，故車船津貼未能幫助特殊學校的學
童。羅致光表示，關愛基金會先推出兩
年先導計劃，即是在現時車船津貼制度
下，額外提供50%的津貼。

而於4月8日已經截止申請的 「為居
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項
目，截至4月5日，接獲約22800宗申請，
並已向其中約20,000宗，約46,000人，符
合項目受惠資格的住戶發放津貼。而不
符合的申請約有200宗，主要原因是申請
人或同住人士在遞交申請時有領取綜援
，在本港擁有物業或已受惠於基金另一
項目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長者提
供津貼」項目。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北區區議會一項調查顯
示，約七成受訪者認為，自由行旅客和水貨客推高區內
物價，支持政府繼續限制奶粉出境。研究負責人劉國勳
亦指，目前宜暫緩自由行的放寬，同時限奶令有必要持
續。

北區區議會近日就自由行旅客及水貨客對北區的影
響作出調查，共訪問七百多名北區居民及一百名區內商
舖負責人。約七成受訪者認為，雖然自由行及水貨客帶
旺北區人流，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推動作用，但同時亦
推高區內物價，引致貨品缺貨。有受訪者表示， 「奶粉
最緊缺的時候，十間雜貨舖都找不到一間有奶粉」。他
們認為，最有效的打擊水貨客措施，是核實違規水貨客
身份後，通報內地，取消他們的來港資格。

負責今次研究的北區區議員劉國勳表示， 「北區的
奶粉、藥品向來比其他區便宜，但自由行旅客及水貨客
令貨品一度短缺，令價格比其他區還貴，這是很不尋常
的現象。」

此外，亦有商舖負責人表示，雖然旅客帶旺區內人
流和消費，有助於推動經濟，但經濟的發展同時亦令商
舖的租金飆升，對此深感困擾。

劉國勳認為，自由行政策開放至今已有10年，無論
是實施的範圍，還是來港的人數，均已達到飽和狀態。
而現時本港旅遊及交通配套未能與自由行政策配合，致
令市民的怨氣愈來愈大，故自由行的繼續開通宜應放緩
。他引述此次的研究指，自由行對經濟的影響是利大於
弊，但是對環境的影響卻是弊大於利，有需要對自由行
政策進行全面的檢討。同時，目前的奶粉供應雖然平穩
，但取消限奶令或會令水貨客再度猖獗，仍應繼續推行
限帶奶粉出境的措施。

【本報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聯同多名
政府公園遊樂場管理員工會代表，向民政事務局反映康
文署公園管理員現時面臨的權責不清、人手編制不足及
5天工作周爭議三大問題，並要求康文署盡快做出改善
，以保障職工權益。

鄧家彪表示，公園管理員人手編制不足問題長期得
不到解決， 「大部分公園管理員年過50歲，面臨退休，
其工種已由外判商的員工逐步取代，對前線工人造成壓
力，亦影響公園管理質素。」他續指出，康文署沒有為
公園管理員制訂清晰的職責表，致員工多不清楚其實際
職責，易造成混亂與糾紛。他舉例說，公園管理員的職
責之一是 「維持場內秩序，協助執行遊樂場地規則及報
告違規行為」，但由於公園管理員並無任何實質的執法
權力，特別是在其上司，即康樂助理員或場地經理不在
場時，實際執法面臨困難。鄧家彪亦指出，大部分公園
管理員未能享受5天工作制，希望引起當局的重視。民
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賴俊儀接受鄧家彪與工會代表
的訴求信。

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宣布向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注資150億
元，除繼續資助現行的項目外，亦希望同時幫助居住環境惡劣的N無
人士。關愛基金小組昨日下午開會，主席羅致光承認，之前以房戶
作定義太狹窄，使部分N無人士被剔除在受惠範圍以外，而委員就此
達成共識，同意放寬定義，即N無人士的申請資格，可以申請公屋入
息上限及租金不可超過入息上限的一半為探討基礎。

本報記者 林丹媛

扶弱基金簡程序申請增倍

工聯促管理公園人手編制

北區居民支持續推限奶

牙齒開咬影響社交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上下顎牙齒咬合起來

時，若前方牙齒不能互相接觸，則被醫學界稱為 「開咬
」，它可為患者帶來儀容、社交生活、發音、進食以至
口腔健康等多方面問題。專科醫生指出， 「開咬」有先
天及後天之分，建議患者如有牙齒不齊的情況出現，應
盡早求醫，透過箍牙糾正問題。

香港矯齒學會會長兼牙齒矯正科專科醫生梁訓成表
示， 「開咬」可分為先天及後天兩種，其中先天多屬遺
傳，後天 「開咬」則由長期不良習慣引起，例如吮手指
、咬物品等。梁訓成建議，市民若有牙齒不齊的情況應
盡早向矯齒科醫生尋求意見，並透過箍牙糾正牙齒問題。

▲羅致光指，暫時未知新措施會否
刺激小型單位租金上漲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申請住屋津貼N無人士
資格建議方案

家庭人數
1
2
3
4

資料來源：綜合消息人士

入息上限
8,880元
13,750元
18,310元
22,140元

租金上限
4,440元
6,875元
9,155元
11,070元

發放津貼
3000元
6000元
80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