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港九
大隊）成立71周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合辦的 「抗日英雄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文物展」 ，由
今日起至10日23日於香港海防博物館展出
，60件展品包括縱隊於香港淪陷期間，秘
密營救中國文化精英和國際盟友的12條路
線圖。研究大營救路線的縱隊戰士後人徐
月清稱，希望政府將有關路線 「活化」 為
「歷史教育徑」 或 「文化旅遊徑」 ，讓年
輕一代認識香港人的抗日歷史。

本報記者 朱晉科

東江縱隊事跡重現海館
後人籲活化營救路線弘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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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橡皮鴨」藝術展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資料來源：海港城

5月2日至6月9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海港城

約6層樓高的 「橡皮鴨」 （高和寬各16.5米，長
9.2米），停泊在海運大廈對開海面

「橡皮鴨」 寫真展於5月1日至26日，在海洋中心
207號舖舉行

抗日英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文物展
日期

時間

地點

入場費

展品

註：查詢詳情可致電25691500，或瀏覽網址hk.coastaldefence.museum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4月26日至10月23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10月閉館時間為下午5時），逢星期四
休館（公眾假期除外）

筲箕灣香港海防博物館

$10，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60歲或以上長者$5，團體票$7
，逢星期三及博物館入場證持有人免費

．港九獨立大隊秘密營救文化人士及國際盟友12條路線的路
線圖

．英軍贈予西貢居民的 「忠勇誠愛」 錦旗

．東江縱隊隊員的軍備及日用器具

啟德《煥然壹居》
地盤面積

單位數目

單位面積

預售樓花

落成時間

*啟德樓換樓項目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

5694平方米，興建4幢樓高5或22層住宅

484個，包括85個3房單位，157個2房單
位，224個1房單位及18個開放式單位

330平方呎至670平方呎

2013年中

2016年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五日電】由廣東省人民政
府和李嘉誠基金會，各出資1000萬元共同啟動的 「集思公
益幸福廣東──支持婦女計劃」，援助單親媽媽或病童等
，經過半年運作，首期88個獲選項目近日出爐。該計劃負
責人、廣東省婦聯副巡視員謝小榭表示，他們借鑑了 「香
港仁愛香港」項目運作經驗，經63萬名公眾投票，首期項
目將於5月初啟動，為期一年。

謝小榭表示，社會組織參選相當踴躍，出乎意料之外
。首期資助的88個項目從779個入圍項目中脫穎而出，十
裡挑一，競爭激烈。該計劃所有獲選項目全部由公眾通過
網絡、電話投票，並按投票結果排序決定。此舉不僅公正
、公平、具透明度，還提高社會組織的競爭意識，對內地
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有借鑒作用。

李嘉誠基金捐千萬
扶助內地弱勢婦孺

最高 24 ℃
最低 21 ℃

間中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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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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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
現任副練馬師蘇偉賢將於七月，正

式成為自1971年起第34位華人練馬
師，他期望在新一季組班時，能有
25至30匹馬加盟，只花16年便成為
練馬師的蘇偉賢形容，成為練馬師
比贏取奧運更難，要當上華人練馬
師毫不容易，坦言較別人平均25年
才能當上練馬師，他非常幸運。

44歲的蘇偉賢生於賽馬世家，
父親蘇國仁是昔日著名騎師，曾策
騎馬王 「金源」勝出，爺爺是馬主
。他說自小渴望成為騎師，但體重
不符而被迫放棄。他中五畢業後從
事酒店工作，91年左右移民加拿大
，投身當地馬場及農場，期望汲取
經驗，有天能當上練馬師。他在加

拿大活拜馬場工作五年，期間曾擔
任策騎員、幼馬訓練員及助理練馬
師，96年因意外弄斷左腳而回港醫
治。

蘇偉賢說，1997年加入馬會，
最初獲派在大衛希斯馬房擔任策騎
員，99年轉至告東尼馬房擔任策騎
員，自2003年起，晉升為方嘉柏馬
房的助理練馬師，工作至今，期間
曾協助方嘉柏兩度獲得冠軍練馬師
。他在2011年跟隨澳洲頂尖練馬師
賀嘉時工作，並完成由馬會資助的
多項賽馬業課程，期間為新西蘭頂
尖練馬師列卓奇及洛布爾工作，汲
取經驗。

僅用16年 圓華人練馬師夢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可愛 「橡皮巨鴨」下
周四亮相尖沙咀海旁勢必掀起全城追影，熱切期待 「巨
鴨維港遊」之際，其實尚存變數。體高相當於六層樓的
巨鴨 「既不是浮台也不是船」，海事處需根據專家檢驗
海上交通安全，待主辦單位海港城交齊文件再作決定。
倘 「暢泳」未能成事，巨鴨將從青衣運抵尖沙咀充氣，
惟有關方面對活動成功仍充滿信心。針對維港水深浪大
， 「橡皮鴨之父」荷蘭藝術家霍夫曼特地來港安排九噸
石躉固定巨鴨。

瘋魔全球的可愛巨型 「橡皮鴨」，下周四起在海運
大廈旁展出至6月9日。巨鴨昨傍晚停靠青衣船廠岸邊試
水，吸引大批市民在外駐足拍照。鴨高、寬各16.5米，
長19.2米，由200塊裁片拼合而成，高度相當於半尊天
壇大佛或三部疊起的雙層巴士，其體積是繼法國在2005
年展出的26米高版本以來最大。

是次屬香港首個海上公共藝術展，主辦單位邀得 「

橡 皮 鴨 之 父 」 荷 蘭 概 念 藝 術 家 霍 夫 曼 （Florentijn
Hofman）來港。因橡皮鴨啟航須經海事處審批，倘不
獲放行，勢必令 「巨鴨維港泳」拍友落空。海港城表示
，下周一落實展出首日的細節，目前對活動成功舉行充
滿信心，但若不獲批准，橡皮鴨將從青衣運到尖沙咀，
即場充氣展出。

曾策劃大受歡迎的多啦A夢展的創作總監林樹鑫坦
言，橡皮鴨 「似船非船，似浮台非浮台」，無先例可依
，維港水深浪高，幾經波折才覓得合適專家參與，設法
持續為橡皮鴨充氣，以保持飽滿外形，而將其在海浪中
固定，則成最大技術難題。橡皮鴨由三個各重三噸的混
凝土石躉固定，底部直徑13.75米以浮床承托，連接風
機持續 「打氣」，由海底電線從鴨身下方連接岸邊供電
，不會因風高浪急 「泄氣」， 「鴨屁股」有出入口供工
作人員進出。

天氣差或需即時「放氣」
天文台昨日預測，未來七日天氣欠佳，下周四多雲

及有幾陣驟雨，對於橡皮鴨當日展出會否受影響，主辦
單位稱當日視乎天氣決定，而5至6月是本港風季，若展
出期間遇到颱風，即時為鴨 「放氣」確保安全。霍夫曼
指，在比利時展出時曾遇上暴風，只好在短時間內放
氣。

海事處發言人稱主辦單位仍未交齊文件，收妥資料
後會盡快進行審批工作，商討當日航道安排。浮動構築
物須經認可特許驗船師檢驗，並以書面證明適合在港內
特定路線被拖行，及穩固地繫泊在預定位置，處方會根
據負責人的計劃書、特許驗船師的檢驗結果，以及活動
對海上交通安全影響三方面考慮。

維港兩岸出現
新景點節目 「ICC

聲光耀維港」，在全港最高建築物環球貿易廣場（
ICC）幕牆上，每次歷時3分鐘的燈光動畫表演，締
造 「單一建築物上最大型燈光音樂表演」的全新健力
士世界紀錄。 新華社

橡皮鴨維港泳尚存變數

ICC幕牆表演創紀錄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1941年12月25日
「黑色聖誕夜」，港英政府向日軍投降，香港開始

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日歲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在本土抗戰中作出了重大貢獻，近90歲高齡的港九
大隊老戰士曾發昨日憶述部隊與日軍 「鬥智鬥勇」
，他個人亦成功俘虜三名日本兵，槍殺一名當時被
稱為 「殺人王」的日本特務頭子。

曾發是新界沙頭角原居民，在日本侵略香港時
，參加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初時擔任大隊的 「
交通員」，在營救行動負責 「探路」，打探路線有
否被日軍封鎖。他憶述當年拯救行動極保密，營救
目標人士身份連他也不知道，受護送人士都隱藏在
走難者中，以避過日軍耳目。

具初中學歷的曾發，不久就被調派到沙頭角中
隊的手槍隊，擔任政治服務員，負責政治和教育工
作，但戰場上的戰績相當彪炳：俘虜三名日本兵，

槍殺一名當時被稱為 「殺人王」的日本特務頭子。
曾發說，這有賴縱隊各隊員和普通市民的通力合作
，內應外合。原來，當時港九大隊可謂 「搭通天地
線」，不但經常有市民送上日軍情報，而且日軍內
部亦有 「自己友」。

隊員回憶殺日本特務頭子

展覽開幕禮昨日在香港海防博物館舉行，原港九
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曾志強等七位抗日老戰士
應邀出席，主禮嘉賓還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楊琪，以及署理香港歷史
博物館總館長邱小金。

助800中外要人脫險
展覽將展出60件珍貴文物和歷史圖片，包括英國

政府戰後致送西貢居民的 「忠勇誠愛」錦旗，以及縱
隊戰士使用過的軍備和日用品等，例如望遠鏡、乾糧
袋和指南針等，而營救行動涉及的12條路線圖，更是
這次展覽的亮點展品之一。

港九大隊自1942年於西貢黃毛應教堂成立後，除
了抵抗日軍，還肩負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秘密營救滯
留香港而被日軍搜捕的重要人士，包括在港宣傳抗日
的中國文化精英和國際盟友，最後獲救脫險的人達
800多人，例如茅盾、鄒韜奮等。

原港九大隊老戰士徐觀生的女兒徐月清，30多年
來研究有關秘密營救的路線，並將其製作成圖。徐月
清表示，12條路線可歸類為3條，一條是西線，將人
員從市區經荃灣、元朗、落馬洲送達深圳和惠州，另
一條是東線，將人員從市區經西貢，乘船東渡大鵬灣
送達南澳和惠州，第三條為澳門線，由西營盤經長洲
送達澳門，再轉赴內地。

寄港人毋忘偉大歷史
徐月清認為，香港市民不應遺忘港九大隊營救行

動這段偉大的歷史，學校亦應該在國民教育或公民教
育中，向年輕一代多講解香港人的抗日歷史。她亦希
望，政府可將營救路線 「活化」為 「歷史教育徑」或
「文化旅遊徑」，遊人可沿這些史蹟徑緬懷港九大隊

抗日救國的足跡，並加深對該段歷史的了解。
原港九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曾志強致辭時

，批評日本當局繼續否認侵華戰爭罪行以及釣魚島主
權爭議，他指出，港九大隊有115名烈士長眠香港，
提醒香港的和平來之不易，認為香港市民應該牢記歷
史教訓，發揚愛國愛港精神。他又呼籲，政府應把香
港人奮勇抗戰的歷史編為教材，增強下一代的民族尊
嚴和愛國責任感。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市區重建局
的啟德 「樓換樓」項目上蓋建築工程展開，引
入環保元素，協助節能減排，包括循環再用屋
苑生活廢水灌溉於園圃。項目明年中預售樓花
，將設示範單位。兩名受重建影響舊樓業主以
約1萬元的呎價接貨，地產業界認為項目升值
潛力大。

啟德 「樓換樓」項目已完成地基工程，預
料明年中預售樓花，2016年入伙。市建局行政
總監譚小瑩昨日表示，項目引入多項環保元素
，包括雙層耐熱低輻射玻璃窗，令住戶冬暖夏
涼；在電梯大堂及住宅單位客廳設置對流窗，
引入自然通風，節省能源等。屋苑更率先引入
雨水和生活廢水回收系統，將住戶浴室（沖廁
除外）與廚房用過的廢水，循環再用於灌溉植
物，推動環保教育。

譚小瑩指，環保設計令總建築成本增加
2%，總造價增至24億元，但配合太陽能光伏
發電及其他環保節能設施，整個屋苑可節省
16%能源使用量，年省約100萬元電費。雖然居
民日後需分擔各項設施的維修保養費，但環保
設施協助居民節省水費電費，長遠受益更多。

她又稱，項目的單位間格四正，不設計算
實用面積卻又用不的工作平台，令用家增加
室內實用空間， 「不用把床架在窗台上」。可
遠眺啟德郵輪碼頭的天台將提供包括閱覽室等
多項住戶共用設施，供居民使用。

市建局在2011年推出 「樓換樓」計劃，受
重建影響住宅的自住業主，除現金補償外，可
選擇啟德發展區的項目。譚小瑩稱至今暫有兩

名業主選擇，相信是因為項目尚未落成，業主未見現樓而
擔心，有信心隨項目逐漸完工，會有越來越多重建業主選
擇 「樓換樓」，當局目前未有計劃將單位公開發售。

據悉選擇 「樓換樓」計劃的2名業主來自深水海壇
街的重建項目，市建局去年10月以1萬元至1.1萬元的平均
呎價鎖定售價，即業主若與市建局簽訂售樓意向書，啟德
「樓換樓」項目落成時，不論當時的樓價升跌，業主均需

以鎖定的呎價支付所選購單位的樓價。
美聯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樓市近月升勢回落，3

、4月的樓價較年初回落，但平均呎價仍較去年10月高，
以1萬元至1.1萬元的呎價買入啟德單位，是因應市場的價
格，不能肯定相較3年後、項目落成時的樓市是否 「抵買
」，但由於啟德地處市區，而且周邊有郵輪碼頭、港鐵站
、商業及社區設施等陸續落成，項目有一定的升值潛力。

中四生煥然壹居脫穎而出
市區重建局昨日宣布啟德 「樓換樓」項目命名為 「煥

然壹居」，寓意煥然一新的自然綠化居所，在公開命名比
賽5400多份作品中脫穎而出。得勝者是15歲的中四學生張
詠彤，獲得3萬元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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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 「樓換樓」 上蓋建築工程展開，明年中將開售
樓花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蘇偉賢將於七月成為第34位
華人練馬師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年逾90的
曾發，當年
與日軍鬥智
鬥力，更槍
殺日軍特務
頭子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英政府戰後致送西貢居民
的 「忠勇誠愛」 錦旗，以表
其貢獻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橡皮鴨在青衣附近水域測試 網上圖片

▲荷蘭霍夫曼獲邀來港參與 「橡皮鴨」 活動
本報記者陳卓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