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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開心野餐 化解停飯盒危機
家校攜手 奇招應對學生斷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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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送港澳千間酒店房及50萬張景區門票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香港報道：

2023無錫（香港）文化旅遊推介會昨在
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無錫市文化廣電和
旅遊局與香港中國旅行社簽訂合作協
議，成立 「無錫文化旅遊（香港）推廣
中心」 。會上，無錫文旅界宣布專門為
港澳同胞帶來了千萬好禮免費遊無錫大
禮包，含50萬張無錫知名景區門票和
1000間君來集團旗下酒店客房。推介會
現場披露，截至2月20日，已有逾2.1萬
名香港市民獲得免費遊無錫大禮包。

香港立法會議員姚柏良、亞洲旅遊
交流中心主任張棟、香港旅遊業議會副

主席譚光舜、無錫市副市長秦詠薪、無
錫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局長蔣蘊潔等出
席推介會。

逾2.1萬港人已領禮包
「今年1月，從香港到無錫的往返航

班已經復航。」 秦詠薪邀請香港各界人
士 「能在爛漫春日來無錫走一走，感受
這份江南風情。」 他一一歷數不能錯過
的無錫風情： 「漫步無錫，您可以到黿
頭渚賞櫻，感受惠山古鎮的古樸閒靜，
來清名橋古運河體會水鄉人家的枕河風
情，或者住一晚宜興民宿，在靈山拈花

灣祈福休憩，嘗嘗舌尖上的無錫小籠
包、陽山水蜜桃，到三國水滸城尋訪
《夢華錄》同款的江南詩意，或是走進
錫劇博物館、錢鍾書故居，感受悠悠文
脈、吳風錫韻。」

文化和旅遊部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
任張棟在致辭中說，無錫被稱為 「太湖
明珠」 ， 「香港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太
湖，太湖有多大？2400平方公里，可以
裝進去2個香港！」 他表示，據亞洲旅遊
交流中心預測，內地與港澳的旅遊市
場，經過2月至4月至少三個月的恢復
後，到五一的時候，可望再現疫情前的

繁忙景象。
香港旅遊業議會副主席譚光舜在致

辭中說，江蘇省無錫市是香港市民熟悉
的旅遊勝地，蘇港兩地淵源深厚，兩地
之間人員相親，在旅遊、文化、體育、
青少年交流等多個重點領域，長期以來
都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據悉，無錫此次贈港人的50萬張無
錫知名景區門票涵蓋了太湖黿頭渚、惠山
古鎮、靈山勝境、三國水滸城等國家5A
級景區，還有梅園、蠡園、拈花灣禪意小
鎮等江南熱門景區，分 「甜蜜蜜雙人遊」
「閤家歡家庭遊」 等多種大禮包。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教育線上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羅英翔老師
向大公報記者介紹，學校於2020/2021
學年與 「活力午餐」 合作，受疫情影
響，恢復全日面授後才開始恢復供應。
學校上周四傍晚六點接獲停止供應通
知，在由家長教師會發起 「趙小伙頭智
多星」 家校活動，由家長、學生及老師
一同準備兩日的午膳。

學生洗菜家長老師做大廚
羅老師笑稱，雖然學校一開始也有

考慮過校外訂餐，但有家長提議，校方
亦認為 「媽媽牌午餐」 一定是最放心和
最美味的。據悉，該校的家長們於周末
便已開始制定餐單、採購食材、試煮等
等準備工作。

羅老師提到，學校將此次事件作為
特別的教學經驗，希望能讓同學們懂得
隨機應變、積極面對並解決困難，亦能
提高同學們自己動手的能力。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則藉此時機為同
學們安排了一次 「特別的開心午餐」 。
昨日學校約400名師生及家長義工出發
前往迪欣湖中心，同學們自備餐食，進
行野餐及戶外活動，在 「草原學堂」 學
習大自然和環保的知識，今日則計劃進
行校園探索，孩子們自備輕食在課室
「野餐」 。

個別學校改上半天課
教育局發言人指出，已有個別學校

經與持份者溝通後，通知教育局於這兩
日安排半天課堂，另一個半天就安排網
上學習，並會保持校舍開放，照顧乏人
照顧的學生。在訂購午膳方面，根據
《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若有關的
午膳開支的總金額在五千元以上至五萬
元，學校可透過電話／傳真向供應商邀
請口頭報價，一經校長／副校長批准，
學校便可進行訂購。

大家樂集團旗下、近期風波不斷的學校午膳供應商 「活力午餐」 ，上
周四宣布於周一和周二暫停供應學校午膳，進行內部完善。昨日是 「斷
糧」 第一天，多間學校迅速變陣應對，各出奇招，不容餓壞學生。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家校合作」 自製午餐，路德會聖十架中學則
藉機帶學生出遊野餐，亦有學校容許學生、家長外出用餐、自訂餐食。

教育局發言人回覆大公報記者查詢時表示，局方一直密切留意事態發
展，並與學界保持緊密聯繫，於昨日和今日盡可能安排替代方案，並在必
要時考慮進行半天網課，如個別學校因午膳供應問題需要協助，可聯絡所
屬分區學校發展組，以便教育局按需要提供所需意見或支援。

大公報記者 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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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聖十架學校的老師，帶學生到迪欣湖活
動中心野餐。 圖片由該校提供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透過家校合作，由高年
班同學、老師、家長自己煮食。 圖片由該校提供

人手不足 活力午餐削部分學校供應
針對近日風波，

「活力午餐」 供應商
在回覆記者查詢時表示，早於二月
初，意識到飯盒需求數量比復課前增
加三至四倍，經考量人力安排及產能
負荷，考慮到中學生相對較易自行安
排午膳，遂決定向個別中學提出不續

約，並已根據合約列明的通知期知會
學校，正為2月22日恢復供應作準備。

香港津貼小學議會主席胡艷芳表
示，午膳供應同學生的身體健康息息
相關，因此家長及學校都十分重視。
此次事件暫停供應的時間不長，教育
局亦針對此放寬部分要求，相信各校

都能順利過關，但建議學校、教育局
等各持份者之後與業界展開良好、坦
誠的溝通，共同應對難題，她並提
到，復常後，各行業都面臨人手不
足、產能超負荷的情況，促請各持份
者支援業界，加快復常腳步。

大公報記者蘇薇

推動中史 小學問答比賽年中舉行觀《流浪地球2》珠海師生：震撼！
【大公報訊】科幻巨製《流浪地球2》為愛國科

幻電影奠定新的里程碑，香港電影迷當然不容錯失，
香港珠海學院日前亦組織了師生 「睇戲」 團，師生同
樂觀看《流浪地球2》。

是次 「睇戲」 團共有30多名學生參與，感受三小
時的視聽盛宴

《流浪地球2》耗資約七億港元製作，畫面及內
容呈現均驚喜處處，同學大讚厲害，完場後更急不及
待作電影討論，回味劇中細節。同學指，《流浪地球
2》畫面細膩、真實及流暢，CG電腦特技足以媲美荷
里活大片，感嘆國產電影製作水平的急速飛躍。

2022年《大公報》迎來創刊120周年之
際，習近平總書記親致賀信，《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重點刊印習近平總書記的賀

信，集納了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香
港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大公報》的祝
賀和勉勵，同時也有大公報人和大公之友的

回憶文章，以及《大公報》風雲激盪的歷史
故事。閱讀這本書，能對《大公報》的歷
史、現在和未來，有更全面、清晰的了解。

《大公報創刊120周年紀念集》各大書店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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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為了鼓勵同學從小加深對
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認識，教育局主辦 「華萃
薪傳──第三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
問答比賽」 。比賽由中國文化研究院協辦，
希望透過比賽同學可互相砥礪，營造學習氛
圍。

本屆更新增 「個人卓越表現獎」 ，獎勵
於初賽中取滿分的同學。

比賽分初賽和總決賽，對象為全港小四
至小六學生。初賽將於五月以網上問答形式
舉行，而總決賽則於七至八月以實體形式進

行。比賽獎項豐富，設有冠、亞、季軍、
「十八區卓越表現獎」 、 「最積極參與學校
獎」 、新增的 「個人卓越表現獎」 。

為協助學生準備比賽，大會將一系列適
合小學生的參考材料上載至比賽網頁，亦為
師生設立了比賽的多媒體資源專頁，提供多
元化的參考材料。有意參賽的學校，於3月
24日或以前，以電郵（events@acsohk.org.
hk）或傳真（2603 0995）方式將報名交
回中國文化研究院。比賽詳情可瀏覽比賽網
頁。

【大公報訊】《大公報》創刊120周年紀念圖書出版了！本港各大書店近日在當眼位置擺放了
《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大公報創刊120周年紀念集》、《新聞背後的故事─寫在大公報創刊120
周年之際》兩本圖文並茂、內涵豐富的圖書，吸引讀者眼球。

《新聞背後的故事》是對香港由亂到治
邁向由治及興這一歷史性轉折的全景式紀
錄。作者都是奮鬥在第一線的大公報記

者，寫的都是親身經歷、切身體會的忠實
報道。

翻開此書，可以感受到筆底驚雷、圖裏

風雲，感受到香港一路走來的艱辛曲折，感
受到大公報人的敬業、樂業精神，以及鐵肩
擔道義的使命感。

•《新聞背後的故事——寫在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之際》

•《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大公報創刊120周年紀念集》

停供飯盒

▲香港珠海學院日前亦組織了師生 「睇戲」 團，師
生同樂觀看《流浪地球2》。

▲無錫市副市長秦詠薪為獲得 「閤家歡家
庭遊」 大禮包的香港家庭頒獎。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大公教育佳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