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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有約40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入境

處數字顯示，12月21日至26日訪港旅客錄得62.1萬人

次，按年下跌近53%，當中內地旅客量按年跌幅達

56%，海外旅客也下跌近44%。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

達稱，訪港內地團以往一天逾200個，今年上半年仍呈

上升趨勢，但自暴亂以來，每日僅20團訪港。

「上年有七八萬蚊生意」
旅客銳減，商戶生意大受影響。銅鑼灣渣甸坊檔主

梁伯伯說，今年聖誕生意是50年來最差， 「上年12月

有七、八萬蚊生意，今年得七、八百蚊，如果唔係自己

舖頭，真係要執笠！」 他說過往有不少外國客人來購物

，聖誕節的渣甸坊更是人頭湧湧， 「而家街頭可以望穿

巷尾，可想而知商戶有幾慘！希望社會衝突早日平息啦

，大家退一步」 。

在渣甸坊經營逾10年的邱姨說，聖誕兩日生意損

失90%， 「有時候見黑衣人喺維園集會，我就關門，

反正都唔會有生意」 。她說幸好政府減免牌費，稍為紓

緩經營負擔， 「希望新年（春節）前會和平少少啦，始

終係我哋中國人注重嘅節日」 。

「今日開門等咗三個鐘，都未有生意，聖誕生意起

碼唔見一半。」 在銅鑼灣一個商場經營美容用品店的張

小姐說，一般做熟客生意，但社會紛亂，本地客都無心

機逛街。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林志忠預計，元

旦期間各大商場的電子產品及珠寶鐘表等貴價品仍會滯

銷，整體生意料跌三成。他稱，黑衣人在聖誕四竄搗亂

，大部分商場生意較去年大跌一半，有商舖已無錢交租

，旺角有商場減租10萬元也無人承租。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稱，暴徒縱火砸店損害香

港形象，預計短期內難吸引高消費旅客來。酒店入住率

僅是以往的六、七成，部分較平靜地區的酒店入住率稍

高，可達八成。房價一晚只需三、四百元，賓館就算半

價也無客光顧，估計有數百間賓館需轉為月租，甚至 「
執笠」 。

打砸商場 中小企最傷
姚思榮說，暴徒癱瘓商場運作，商戶衝擊最大，中

小微企一旦裁員，只會打爛打工仔的飯碗。他稱，內地

和澳門的商場規模和香港不相伯仲，黑暴威脅下，港人

也轉到深圳和澳門等地消費。

對於政府早前向旅行社推出四個月 「現金鼓勵計劃

」 ，姚思榮批評限制多多，如要求旅行社提供旅客的酒

店證明，但部分旅行社僅為旅客安排活動，無法取得資

助。

黑暴不收手， 「財神」 被嚇走！
聖誕假期來自內地與海外的訪港旅客
量均下跌，聖誕日的內地入境團下跌
九成，由以往200團跌至僅約20團，
導遊及旅遊巴司機淪落到要轉工，面
臨 「手停口停」 困境。昔日是旅客購
物區的銅鑼灣，有商戶檔販說今年聖
誕期間 「完全冇外地客幫襯」 ，生意
跌剩1%，12月生意僅得約800元。黑
衣蒙面暴徒在聖誕期間四出搗亂商場

，旅遊界立法會
議員姚思榮表示
，這只會令港人
轉到深圳和澳門
等地消費，是將
香港競爭力雙手
奉上。

謝瑩瑩 伍軒沛（文） 攝影組（圖）

有黑暴冇客到 檔販全月僅賺800元
聖誕消費冰封 旅團跌九成遊客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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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逾六萬港人搭高鐵北上

西九高鐵站港人出入境人次
日期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26日

三日合計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事務處

出境人次（按年變幅）

23669（↑38.7%）

25300（↑25.0%）

12172（↑2.9%%）

61141（↑24.4%）

在浙江師範大學，港生們參觀了契

約文書博物館，館內收藏的近十萬件契

約文書來自浙師大師生們對散落民間的

各類歷史文書檔案進行的系統搜集整理

。一個個帳本、一張張訴狀、一件件土地契約、一

本本魚鱗圖冊，無不訴說着百年前乃至數百年前中

國人的真實生活。

「目前，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搜集的魚鱗圖

冊總數已近百冊，主要集中在金華、麗水、衢州、

紹興、溫州等地區，這批魚鱗圖冊的攢造時間最早

始自明代萬曆年間，最晚至民國土地陳報時期，時

間跨度長達350餘年。」 契約文書博物館工作人員向

港生們展示了乾隆十七年松陽縣芳溪堰管理的告示

，其篇幅之巨，國內罕見。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歐同學對博物館的藏品

有濃厚的興趣，他告訴記者，在大學裏能建成一個

如此規模的博物館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寸土寸金

的香港就更難想像。 「我很羨慕浙師大的同學能隨

時來館內研究第一手的歷史材料，無論是做研究還

是寫論文，這些活生生的史料都能激發更多的靈感

和想法。」
「在香港，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大多來自於網絡

上的論文、圖片，或是學校圖書館的史籍，如果想

看真正的歷史材料則只能去香港歷史博物館，與面

對面翻看這些史料的感覺完全不同。」 歐同學說。

香港浸會大學的盧同學坦言在此次

浙江行中受益良多，他表示，國家的發

展歸功於社會繁榮穩定，所以我們應該

珍惜和平的生活，只有社會穩定了，才

有無限的發展機會。 「此外，當下香港社會出了問

題，對香港青年來說，這看似無路可出，但有危就

有機，我們要好好把握祖國發展歷史潮流，例如大

灣區發展計劃， 「一帶一路」 等，利用香港地理優

勢，和強大的祖國，必能在世界闖出一片天地。」

香港大學的鄭同學則被浙江濃郁的創新創業氛

圍所打動， 「在人工智能小鎮，我了解到未來中國

變化的方向。突飛猛進的AI科技能讓機器人為我們

分擔重複性大的工作。比如說法律方面，利用AI智

能為客人提供法律意見。如果能進入一個讓機器人

去學習你的思維的時代，我相信會是一個巨大變革

。」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林同學坦言，阿里巴

巴的參訪也啟發了她要提升自身價值，準備充足的

把握未來的機遇，為整個社會作出貢獻。

本次活動得到年度資助機構同心俱樂部和莊紫祥

慈善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在六天的行程中，來自香港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12間香港大專

院校的34名同學來到浙江，走訪阿里巴巴、浙江大學

、西湖大學、紹興蘭亭、魯迅故里、義烏國際商貿城

等具有浙江特色的參訪點，親身感受新中國成立70周

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浙江突飛猛進的經

濟發展成果以及近年來領先全國的創業創新氛圍。

張錦川，浙江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朱堅，浙江師

範大學黨委委員、組織部、統戰部部長呂迎春，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浙江記者站站長、未來之星同學會

副主席茅建興等出席結業儀式，金華市委常委、秘書

長、統戰部部長鄭余良與同學們親切交流並出席晚宴。

張錦川籲深入了解國情
張錦川說，儘管目前的香港出現了令人心痛的局

面，但同學們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審時度勢、順勢

而為，因為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大勢沒有變，

內地與香港攜手共謀發展、共享建設成果的大潮只會

一浪高過一浪。 「在此時代發展的浪潮之下，對於青

年人來說，深入了解祖國、全面把握國情和香港發展

方向至關重要。」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所在。儘管香港出現了動盪

與紛爭，但國家仍然持續出台了一系列惠及港澳同胞

，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政策舉措，體現了國家對香港未

來的關心和重視。」 張錦川呼籲同學們將此行所見所

聞和所得，融入對香港未來的思考和個人前途的選擇

中去，在貢獻國家、建設香港的奮鬥中，實現個人價

值。

朱堅：高度重視與港高校合作
「長期以來，浙江師範大學高度重視與香港高校

的合作與交流，每年學校都有多名師生赴香港交流訪

學，報考我校的香港同學也絡繹不絕。」 浙江師範大

學黨委副書記朱堅說，目前該校共有34名香港同學在

校就讀，分布在漢語言文學、應用心理學、法學、工

商管理等專業，他們在專業學習、科學研究、校園文

化活動等方面都有優異的表現。

作為浙江省內唯一一所從學前教育到博士培養，

教育類別與層次全覆蓋的高校，浙江師範大學創建於

1956年，被譽為 「浙江省基礎教育師資的搖籃」 。 「
除了科研教學，學校的學生社團也非常豐富，有中國

高校中創辦時間較早的大學生電影節，有在陌生城市

50元生存15天的生存訓練，創辦於1977年的阿西劇社

曾兩次獲大學生戲劇節最高獎項──金刺蝟獎。」 朱

堅介紹道，此外，學生創新創業的氛圍也十分濃厚，

今年有兩個學生創業項目獲中國 「互聯網＋」 大學生

創新創業大賽金獎。

大公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文、圖）

未來之星

冬聚浙江結業 未來之星感受中華文化魅力

2019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 活動27日在浙江師
範大學舉行結業儀式，香港學生與浙江學子一起探訪契約文書博物館
，感受歷史古籍的魅力，並上了一節生動的太極課，體驗中華文化的
博大精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
張錦川點讚同學們在複雜的形勢下，排除紛擾，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
和判斷，積極參加國情認知活動，邁出了認識祖國的腳步。

浙師大藏珍貴文檔 難得一睹

珍惜安定生活 把握發展機遇

【大公報訊】記者謝瑩瑩報道：新年即將到來

，為躲避四出作惡的黑衣暴徒，港人紛紛取道高鐵

西九龍站離港 「避難」 ，入境處數據顯示，12月24

至26日三日內逾六萬人經高鐵西九龍站出境，較去

年同期升近25%，平安夜當天港人出境人次更按年

增近38%。有港人提前搶票去福建廈門過新年，因

為 「預咗黑衣人會出來搞事堵路」 。準備回廣西過

年的港人擔憂，新年期間暴徒癱瘓交通，導致有家

歸不得。

返鄉探親 唔使擔驚受怕
學校職員龔先生感慨，今年香港經濟尤其差，

聖誕期間因社會氣氛不佳亦選擇不出門。多年沒回

廈門鄉下的他，今年買了高鐵票回鄉探親，擔心若

留在香港會遇上暴徒堵路癱瘓交通， 「我諗最好唔

好出嚟啦，屋企人都唔想出去啦。」

憂黑衣人新年又搞事
港人歐小姐昨購買前往家鄉廣西的高鐵票，即

日離港，她說香港的親朋好友多從事服務性行業，

節日大多不放假，加上她擔憂留港 「會出事」 ，所

以寧願回鄉度假， 「廣西的桂林山水好靚㗎！好過

喺香港，出街仲要擔驚受怕，分分鐘因為交通癱瘓

返唔到屋企」 。

從事電子工程行業的黃先生，已購買年初二的

車票準備回廈門過年，他悲觀預料新年期間黑衣人

會外出搞事。

◀2019 「未來之星．
從香港出發——冬聚
浙江」 在浙江師範大
學舉行結業典禮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未來之星同
學會副主席張錦川（左）向浙江師範大學黨委副
書記朱堅（右）贈送感謝狀

▲浙江師範大學契約文書博物館工作人員向港生
介紹魚鱗圖冊

止暴制亂 年份
2019
2018

內地入境旅客
449,280（⬇55.7%）

1,013,813

其他入境旅客
171720（⬇43.5%）

303,785

總入境旅客
621,000（⬇52.9%）

1,317,598

◀訪港旅客
大跌，港人
在黑暴陰影
下也無心逛
街購物，商
戶檔販無生
意，索性閉
目小睡 「無
眼睇」

註：12月21
至26日旅客
入境情況、
（）為按年
變幅
資源來源：

入境事務處

聖誕假期

訪港旅客情況
大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