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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色吸睛四萬人逼爆長洲
消防醫生齊出 消暑兼防疫

【本報訊】 「今年生意好過舊年
！」長洲太平清醮，為島上商販帶來
商機，除了每年熱賣的平安包，今年
更有新貨平安貓毛公仔，甚至潮流產
品 「Rubber Duck」橡皮鴨T恤，亦
成為搶手貨，商販賺個盤滿缽滿，笑
逐顏開。

平安包主要供應商郭錦記餅店及
康蘭餅店昨日大排長龍，每逢一盤16
個、拳頭般大小熱辣辣平安包出籠，
旋即被市民搶購一空；至於其他食店
的平安包，同樣大受遊客歡迎。

康蘭餅店負責人郭予泉指，昨日
賣出逾萬個平安包，估計會期5日內
，最少賣出10萬個，連同其他店舖，
平安包總銷量超過20萬個。因今年麵
粉及砂糖等材料漲價，平安包要加價
1元（每個8元），餡料分別有蓮蓉、
麻蓉、豆沙及芋頭。

郭補充說，平安包其實是祭品，
太平清醮大會進行祭祀儀式後，會將
包派發給市民，傳統居民相信食平安
包能保安康，長者習慣將一串平安包
掛在門口辟邪，甚至有人將包存放，
待生病時吃以治病。島民亦不介意平

安包存放太久發霉，取其 「發財」寓
意。

各類售賣平安包精品店舖，生
意同樣暢旺，商販在店門內外，展
示各類平安包精品，遊人專心選購
精緻紀念品。商販林太指，今年除
了平安包飾物大賣，新款平安貓毛
公仔同樣受市民歡迎，每個賣35至
75元。她笑不攏嘴說︰ 「今年來貨
價貴了，亦賣了數百隻平安貓，今
年生意額上升最少一成，但未知賺
了多少錢。」

另 外 ， 一 間 設 計 公 司 乘 着 「
Rubber Duck」巨鴨熱潮，特別設計
紀念T恤（100件），連同另3款平安
包及節日T恤（500件）公開發售，
每件售價79至89元。店員黃小姐說︰
「今年生意好好，一個早上已賣出

200多件T恤，當中以鴨T恤最受歡迎
。」

島上各類中西食肆，同樣其門如
市迫滿食客，不少食店更特地應節，
暫停售賣西式及肉類食品，響應傳統
售賣各款美味齋菜，同樣受到遊客追
捧。

昨日大清早，已經有大批市民到中環港外線碼頭，
乘搭渡輪到長洲參加太平清醮盛會，碼頭內外擠滿市民
。雖然昨日天氣陰晴不定，既悶熱又有陣雨，不少遊客
熱得汗流浹背，但卻無減他們觀賞太平清醮飄色的熱情
與興致。長洲島一片熱鬧，大街小巷彩旗飄揚人頭湧湧
，擠得水泄不通。

「長洲太平清醮會景巡遊典禮」下午1時30分在長
洲中興街風水里舉行。各支飄色巡遊隊伍由長洲北帝廟
遊樂場出發，途經多條大街、小巷，於下午4時左右返
抵北帝廟遊樂場。

今年的飄色巡遊除有扮演傳統的古代人物，也有不
少隊伍扮演香港的新聞明星。近年香港興起單車熱潮，
加上香港單車代表隊在多項國際賽事揚威，有小朋友就
扮演在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奪得冠軍的 「牛下女車神」
李慧詩，期望香港單車代表隊再創佳績。內地H7N9禽
流感疫情未退，加上新型冠狀病毒（新沙士）亦不容小
覷，有飄色隊伍以醫生為飄色主題，祈求驅除病毒為市
民帶來安康。另外，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也成為被模仿的對象。至於最受市民歡迎的，可能
是一對模仿消防員的飄色隊伍，在遊行過程中向周圍灑
水，有市民大讚此舉為遊客帶來一絲清涼。

記者現場所見，冒着炎熱天氣參與飄色表演的小朋
友只得4、5歲，熱得汗如雨下，每逢有機會小休，都由
家長親友及工作人員遞上雪條或冰凍飲品解暑。

林武冀太平清醮續傳承
專程到場欣賞飄色巡遊的中聯辦副主任林武表示，

長洲太平清醮有多年歷史，他樂於看見這類型的傳統得
到弘揚，希望全港市民都能欣賞並將其傳承下去。他又
笑言，搶包山能給香港市民帶來正能量。

截至晚上9時，已經有超過3.5萬人由中環搭船至長
洲，估計全日有超過4萬人參與長洲太平清醮。鑑於早
前南丫島發生海難事故，新渡輪方面明顯加強了船上救
生衣的安排工作，在碼頭加放兒童救生衣外，亦在開船
前播放宣傳短片，告示遊客救生衣的存放位置與穿着方
法。由於數以萬計市民，爭相到長洲參加盛會，大批警
員在碼頭對開新興海傍街、北社
海傍路，及北帝廟範圍，實施
人潮管制措施，秩序大致良
好。另外，民安隊及醫療輔
助隊亦派員到場作支援。

關 昭

警員面對暴力衝擊執法

井水集

特首梁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前天往將軍澳出席一個院校活動
時分別遭到一批激進示威青年的衝擊
，特首車隊被阻半個小時才能離去。

但示威者昨日反指警方使用 「過
度暴力」 ，其中有女示威者更聲稱遭
男警從後 「熊抱」 ， 「觸及胸部」 ，
感到 「被侵犯」 云云。 「蘋果日報」
也在頭版刊登了有關照片。

當然，以事論事，在事故發生現
場，如果需要作出搜身、拘捕或其他
舉措，而當事人是女性，當然應該由
女警負責執行，而不應由男警行動，
以免有不必要的接觸或誤會。

但另一方面，類似示威遊行集會
中，市民已有目共睹，不少 「師姐」
被那些激烈的示威者猛烈推撞，甚至
倒地受傷。

因此，眼前事實是，個別女示威
者如果認為自己被 「侵犯」 ，那麼，
她絕對有權依法作出投訴，要求跟進
調查。而警方如果在事實面前，確實
有不必要的接觸，也應該作出解釋交
代，而且應力求避免以後再有同類事
件發生。

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不能不
問，在過去歷次的示威活動中，被暴
力衝擊的女警，她們又有沒有人身權
利？又有沒有曾經被 「不恰當接觸」
或 「感覺被侵犯」 ？如果有，她們又
可不可以找出疑似 「侵犯者」 ，作出
跟進或投訴？還是作為執法人員，只
能任由推撞、衝擊以至 「侵犯」 ？

事實是，近年在反對派大力鼓吹
的暴力衝擊下，在部分激進青年無視
法紀的衝動行為下，前線執法人員
─包括男警和女警，都已受到越來
越暴力的衝擊。他們執法的威權與尊
嚴受到挑戰，激進示威者經常用粗言
穢語向他們辱罵，警員發出勸諭、警
告被示威者以更大的聲音掩蓋，警方
架起的「鐵馬」被推倒以至搶去……，
場面之混亂已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

前天發生在將軍澳的示威，事前
並無申請，特首坐在車子裡動彈不得
，激進青年猛烈衝擊、拍打、叫囂，
執法警員不分男女，只能盡量維持秩
序、控制場面，不顧個人安危盡忠職
守，應被肯定。

楊甦棣操控真普選？
社 評

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三年任滿，
即將離港；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前
天再以 「干預內政、指手畫腳」 以及 「
妄加評論、不負責任」 等嚴詞來給他送
行。公署在楊甦棣將要 「執包袱」 之際
還要 「多踩一腳」 ，是不是有點不近人
情？答案只能是這位總領事先生 「自取
其辱，與人無尤」 。

就在日前美國商會的午餐會上，楊
甦棣 「舊病復發」 ，再次對香港特區的
內部事務發號施令、 「指手畫腳」 ：

他說，二○一七特首選舉必須符合
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關鍵是要普及，包括如何選出候
選人、市民如何投票，都要符合國際標
準；他又說，特區政府應盡快就二○一
七特首選舉展開諮詢，讓政黨可以有足
夠的時間討論；他還說， 「佔領中環」
是港人行使表達自由和示威自由的權利
，只要守法便可，亦未聞有美國公司會
因此離開……。

而更令人驚訝的是，楊甦棣的這些
言論，那裡是什麼從外交層面作出的客
觀觀察？而是分明與反對派一直鼓吹的
主張如出一轍：普選特首必須符合國際

《人權公約》，以 「平等而又普及」 為
原則，要一人一票選出提名委員會，不
可以有預選或篩選……。這些由 「真普
選聯盟」 提出的 「七點共識」 ，與楊甦
棣的 「高見」 不是一個模倒出來的嗎？

那麼，人們不能不問：到底是楊甦
棣要為 「真普選聯盟」 造勢，還是 「真
普選聯盟」 根本就是按照楊甦棣的指令
行事的？看來，答案只能是後者。堂堂
總領事又焉會為鄭宇碩之流 「站台」 ？
當個幕後謀劃、密室 「操盤」 的 「太上
皇」 倒庶幾近矣。

事實是，楊甦棣自二○一一年走馬
上任到眼前的離任在即，三年來，花園
道上的美國駐港領事館，在干預香港特
區內部事務上可說一刻也沒有空閒過。
特首普選如此茲事體大自不會放過，就
是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以至黃毓民
等人的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楊甦棣
的手也從來沒有縮回去過。 「維基解密
」 前年 「爆料」 ，近一千份文件曝光了
楊甦棣如何分別約見政黨議員，了解情
況、收集訊息，經過分析對比整理後轉
呈華盛頓，作為制訂對華政策的參考。
美國政府每年都要發表一份 「人權白皮

書」 ，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包
括經常指責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和基本法沒有得到真正的
落實，最新的一份更質疑北京沒有給港
人 「真普選」 的權利……，這些 「彈藥
」 ，顯然都是來自楊甦棣的 「貢獻」 。

而同樣是根據 「維基解密」 揭露，
過去幾年，通過 「蘋果日報」 的銀行戶
口給民主黨、公民黨以至 「香港良心」
、 「政治主教」 提供了數以千萬計的 「
捐款」 ，幕後 「金主」 赫然是美國政黨
組織，如此公然介入、干預香港特區內
部事務、旨在支持抗中亂港的 「黑金政
治」 活動，作為美駐港總領事，楊甦棣
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起到的又是什麼
作用？與《維也納國際領事公約》規定
的外交人員身份又是否相符？

毫無疑問，不管是楊甦棣還是其繼
任人夏福千，正是 「來者不善、善者不
來」 ，他們企圖利用香港、遏制中國、
改變中國的政治用心是不會改變的；未
來的特首普選以至「佔領中環」，將會出
現更尖銳、更複雜的政治較量，維護 「
一國兩制」 、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是
擺在港人面前的嚴峻挑戰與神聖責任。

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和搶
包山比賽順利舉行，適逢是佛誕公眾假期，
估計全日有逾4萬名市民和遊客前往觀賞，
長洲島上熱鬧非凡，亦帶旺各類商舖。十多
隊飄色隊伍各展風騷，中聯辦副主任林武盛
讚太平清醮是有多年歷史的傳統文化，希望
香港市民能夠欣賞並將其傳承下去。

本報記者 何朝財 梁康然 黃 昱

【本報訊】長洲太平清醮壓軸活
動搶包山今晨零時舉行，力求在女子
組三度奪冠的 「蜘蛛女」鄭麗莎未能
得償所願，包山后寶座重新落在二○
一○年的冠軍黃嘉欣手上。男子組則
由郭嘉明以大熱姿態奪冠成為包山王
，他同時以最多的包數，贏得新設的
「代代平安獎」，成為雙料冠軍。

是次晉身決賽的參賽者，分別是
男子組的張文翔、梁俊傑、黃子翹、
郭嘉明、葉建文、陳宇航、黃志傑、
鍾玉川及雷銘航，和女子組的黃嘉欣
、鄭麗莎、何鳳芝，共9男3女。而
搶包山接力邀請賽，參加隊伍為深圳

市登山戶外運動協會、廣州搶包山隊
及澳門東望洋攀登會、長洲新興街街
坊會、長洲西灣媽勝堂值理會、長洲
港九水上漁民福利促進會、海燕體育
會及極速體育會。

本年比賽用的包山高約14米、
底部直徑約3米，掛有近9000個仿真
平安包。包山劃分為高、中、低3個
區域，區內平安包底部分別印上綠、
黃、紅三色，綠底為9分、黃底為3
分及紅底為1分。參加者在3分鐘內
取得最高分者為冠；另取包最多（以
個數計，不計顏色分數）者就獲得代
代平安獎。

黃嘉欣隔兩屆再封后

商戶生意佳 平安貓熱賣

▶林武表示，希望全港
市民都能欣賞長洲太平
清醮並將其傳承下去

▲搶包山比賽在今日凌晨舉行，一眾健兒奮力搶包希望登上冠軍寶座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消防員裝扮的飄色小男孩，手中的道具會射出涼涼的水柱，令眾人在
炎熱天氣中分外涼快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商品凡是印
上 「平安」 字
樣，都例必能
吸引遊客停下
腳步欣賞

本報記者
何朝財攝

▲參與飄色的小女孩抵不住高溫，需勞動旁人撥扇
送上涼風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郭嘉明大熱膺包山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