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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僅745克，腦袋
只有鵝蛋大，手臂只有成
人拇指粗，腳掌和手掌指

甲大小⋯⋯127天前，患有系
統性紅斑狼瘡、來自重慶梁平縣的

袁淑蓉剖腹產下這個“袖珍嬰兒”。為挽救這個小家
伙，西南醫院重症監護室醫護人員對他實行特殊護
理，24小時輪流監控。如今，“袖珍嬰兒”順利克服
了先天性支氣管肺發育不良、餵養不耐受、肺及消化
道出血、腦出血等疾病，體重也增至1,500克。

4月15日下午3時40分，西南醫院兒科新生兒重

症監護室過道，袁淑蓉的丈夫陳起植不停地徘徊。10
分鐘後，護士從重症監護室拿出一台手機還給了陳起
植，裡面又多了3張兒子的照片。加上此前的照片，
手機裡兒子的成長照片數量已保存了58張。

“肺部再次感染，腦部有一小塊水腫，喉部軟骨
還有待發育，其它還好。”主治醫生穆宣壑簡單將孩
子的情況和陳起植進行了溝通。情況比想像中的要
好，陳起植長舒了一口氣。

自從兒子出生後，陳起植已辭去了原有工作。
除了家裡的全部存款，雙方父母也拿出多年積蓄，但
迄今欠下近30萬元人民幣外債，預計孩子的治療費
還需30萬元左右。

經時間洗禮的外白渡橋，依然矗立在蘇州
河上，守望來往的郵輪船隻；四周環繞着

錯落有致的豫園、中國館、浦東機場等建築，
見證了這座城市的發展；東方明珠塔、上海中
心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樓高聳入
雲，與周圍天空佈景交相輝映。來自世界各地
的10位樂高模型拼砌大師，總共花費8,531小時
設計和搭建，使用了超過390萬塊樂高積木，還
原了獨樹一幟的上海地標風景。

除此之外，樂高大師們融合了層出不窮
的趣味創意，在主題區內擺放了超過2,800個
神態各異的樂高迷你人仔，在繁華的城市街

道呈現了200多種有趣的故事場景。在豫園的
九曲橋上，背包客們正忙着自拍，記錄此地
美麗的風景；行色匆匆的白領們穿梭在大樓
之間；路邊小販賣力地招攬前來圍觀的遊
客。還有更多有趣故事，等待着孩子們來探
索和發現。

在主題區內上方安置的高清攝像機，讓入館
體驗的親子家庭可以俯瞰黃浦江全景。更有置
身體驗的特殊裝置，讓孩子們可以穿過秘
密通道，近距離感受由數萬塊樂高積
木的拼砌魅力和創意樂趣。這個
“迷你上海”位於上海樂高探索
中心，是中國首家、全球第
14家樂高探索中心。

由陝西省委宣傳部主管主辦、陝
西廣播電視台承辦的西部網（陝西新
聞網），近日通過官方微博發起投
票：西安要不要恢復“長安”？

西部網官微發起的投票在半天內
就吸引了超過1,300位網友的參與。其
中，超過六成的網友投票支持“西安
改成長安，有歷史感，還好聽”，大
約二成網友表示“沒必要！西安挺好
的”。西安古稱長安，位於中國內陸
腹地黃河流域中部關中盆地，是中華
民族和東方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漢高祖五年（前202年）置長安
縣，在渭河南岸、阿房宮北側、秦興樂
宮的基礎上興建長樂宮；高祖七年（前
200年）營建未央宮，同年國都由櫟陽
遷移至此，因地處長安鄉，故名長安
城，取意“長治久安”。改長安城所在
地區為“京兆”，意為“京畿之地”。

長安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
化中心長達千餘年，先後有21個王朝
和政權建都於此，是十三朝古都。在
建都長安的諸多朝代中，周朝、秦
朝、漢朝、隋朝和唐朝都是中國歷史
上的強盛時代，當時的長安已成為國
際性大都市。

“西安”之名稱，始於明代。元
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封三子
忙哥剌為安西王，鎮守這裡，改京兆
府為安西路。元皇慶元年（1312
年），改安西路為奉元路。明洪武二
年（1369年），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府城簡稱西安，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體
只有鵝
人拇指

甲大小⋯
統性紅斑狼瘡、

袁淑蓉剖腹產下這個“袖珍嬰兒”

第33屆濰坊國際風箏會暨12屆世
界風箏錦標賽16日在山東濰坊開幕。
內地32個省市自治區的66支風箏代表
隊，以及美國、澳洲、新西蘭等35個
國家和地區的51支風箏代表隊逾400餘
名參賽隊員參加。

據主辦方介紹，本次參賽的風箏以
運動類、軟體類為主，創新風箏佔很大
比例，其中由邁赫機器人提供的“無繩
風箏”，採用了航拍機器人的視覺追蹤
功能，它可隨時跟隨地面上手持風箏線
輥的放飛模特自動移動，彷彿有根看不
見的線在牽引風箏放飛。

390萬積木鑄“迷你上海”
世界樂高大師

病母誕“袖珍B”醫護助嬰度生死關

者從港、九、新界的一眾居屋，抽取10宗於
今年首兩個月的自由市場成交個案，並借用

香港三間銀行包括中銀、恒生、匯豐的網上估價服
務，追踪其估價。結果顯示三間銀行對居屋的估價
較成交價普遍估低。

其中，以屯門龍門居的估價差額較大，該屋苑
8座低層B室，今年初作價268萬元(港元，下同)成
交，匯豐對其最新估價低見222萬元，較成交價低
出17.2%，而中銀及恒生則分別較成交價估低3%及
5.2%。而馬鞍山錦豐苑的平均估價差幅最大，一個
實用436方呎的單位今年初以395萬元成交，中
銀、恒生、匯豐分別較此估低16.2%、13.2%及
9.6%。

相對之下，港島樓價顯著“硬淨”，早年屢次
刷新“居屋王”紀錄的鰂魚涌康山花園，三間銀

行對今次取樣的單位估價均高於年初的成交
價。然而位於牛頭角的麗晶花園，雖位處市區卻無
助其估價，一個實用407方呎的低層戶，今年初以

360萬元成交，匯豐最新估價較此低出14.7%。
大行調低估價，現時是否居屋入市時機？香港

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形容，目前樓市跌勢
已成，自去年9月高峰期已累跌達一成。從宏觀方
面看，環球經濟仍存在不明朗因素，內地經濟放
緩，料從而拖累香港經濟，減低市民入市意慾；同
時，預期未來兩年將有較大規模的潛在房屋供應推
出，供應增需求跌之下，樓價無疑受壓。

他建議，除非目前有不得不入市的理由，如結

婚、遇上折讓達10%至15%的“筍盤”或別具特色
的單位，否則在跌市之下，以一般市價放盤而言，
“真係要停一停、諗一諗”。

近期資助房屋銷情緩慢，其中，提早於本月開
售的啟德資助項目煥然壹居銷情慘淡，而將於下月
攪珠的新一批居屋申請量亦明顯不及去年。冼日明
指，早年樓價一直向上，期內的資助房屋定價並無
預計後來的跌市，及至煥然壹居推出時樓市已跌一
成，對於潛在的市場對象，其定價可謂“非常沉
重”和“唔着數”，估計下一批發售的新居屋銷情
會同樣冷淡。

怕變“大閘蟹”居屋買家拒入市
港府近年積極推出資助房屋，務求紓緩香港迫在

眉睫的住屋問題，不過觀乎上月推售的資助住宅項目
反應一般。上月開售的啟德煥然壹居，截至16日晚9
時累計僅售出約100伙，佔可售單位不足三成；而將
於下月攪珠的新居屋，超額申請量亦較去年一批為
低。反觀居二市場（綠表）成交卻按年大增一半，反
映新居屋吸引力不及二手現樓資助房屋。

市區重建局首個資助出售房屋項目 “煥然壹

居”，項目原訂下月初揀樓，但本月初“突擊”推
前程序，有市場人士認為是當局為趁樓價大幅下跌
之前盡早去貨，惟未能因而吸引準買家提早入市；
項目開售前共收到逾1.2萬份有效申請，超額認購
37倍，不過落實揀樓以來缺席率卻一直高企，以上
周四（14日）為例，當局安排60人揀樓，全日僅沽
4伙，“甩底率”達93%。

與此同時，入場價相對“親民”的新建居屋

將於下月攪珠，包括大圍嘉順苑、天水圍屏欣
苑，連同房協沙田綠怡雅苑，合共提供3,677伙。
該批居屋累計收到約4.3萬份白表申請，超額申請
約10倍，單計白表則超額22倍。然而，與去年推
出的新居屋2,160伙比較，當時白表超額認購62
倍，開售後一個月竟一半也賣不出，同樣出現缺
席率高企問題。再看今次超購22倍，市場反應明
顯較對上一次更冷淡。

港樓市淡風殺到居屋市場
16日

周六香港未有全新盤出現，現有新盤進
行新一輪推售，獨“貨尾盤”開紅盤。
久未有全新盤推出的恒隆，旗下大角咀
浪澄灣16日發售36伙，即日迅速沽清，
成為繼日前西半山殷然後，今年第二個
紅盤。16日發售的單位定價介乎908.4萬
元(港元，下同)至1,904.5萬元，折實入場
價約681.3萬元。該盤日前截收約2,580
票，超額認購70倍。

同日有新一輪推售的另外兩盤則未
能悉數獲承接，其中由嘉華、信置及港
鐵合作的元朗朗屏8號16日推售28伙，
即日沽約21伙；至於嘉里旗下何文田皓
畋則推出15伙，及至截稿前沽出1伙。
其他在售中的樓盤成交延續，包括將軍
澳海天晉、紅磡何文田山畔、元朗映
御、何文田ONE HOMANTIN、屯門滿
名山、長沙灣海柏匯等。截至16日夜9
時，周六新盤市場單日共錄約85伙成
交。

有發展商拆售車位套現，信置大角
咀帝峯．皇殿16日拆售143個車位，合
計市值逾3.5億元，售價介乎約230萬至
270萬元，問鼎大角咀一帶車位歷來新
高，市傳截至16日午四時半已悉數售
出。143個車位僅供屋苑業主認購，每個
單位限購1個車位。

新地旗下何文田天鑄第2期再公佈新
一張價單涉及37伙，售價由1,982.54萬
元至約1.05億餘元不等，以定價計平均
實呎32,292元，屬原價加推。

香港置業資料研究部表示，4
月一手私樓註冊量明顯較3月佳。據香港土地註
冊處資料顯示，4月至今一手私樓註冊量錄約489
宗，比3月同期的約164宗按月急升約198.2%。

港置表示，4月註冊數字主要反映3月市況，
正值農曆新年後，發展商新盤陸續登場，故一手
私樓註冊量較上月同期佳，惟註冊量維持於低水
平徘徊。

金額方面，升幅則較宗數低。4月至今之一手
私樓註冊金額暫錄約49.9億元(港元，下同)，比3
月同期的約18.3億元按月大升約172.9%，升幅較
宗數低。若以金額劃分4月至今之一手私樓註
冊，所有金額類別的註冊表現都較3月同期出
色。4月至今500萬元或以下的註冊暫錄約212
宗，按月同期大升約488.9%，升幅最凌厲；1,000
萬元以上註冊暫錄約115宗，按月同期亦急升約
228.6%；而500萬以上至1,000萬元的註冊暫錄約
162宗，按月同期升約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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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廣東專科生徐某2012年
考入該省一重點大學，因父母都在農村，家

境不太寬裕，於是他在QQ群裡發了求助帖“尋
求學費資助2,000元（人民幣，下同）”。不
久，一網名為“Miss Q”的人回帖，詢問其姓
名、手機號、就讀院校和專業，然後表示願意提
供幫助。徐某喜出望外，把銀行卡號告訴對方，
第二天，徐某就收到匯款。
徐某當時知道的是，“Miss Q”是“一家境

外投資諮詢公司的研究員”，需要為客戶“搜集
解放軍部隊裝備採購方面的期刊資料”，希望徐
某協助搜集，作為資助學費的回報。徐某答應
了，但未能在學校的圖書館找到相關資料，而
“Miss Q”也未強求。

同年5月，徐某主動聯繫“Miss Q”，對方
向他提供了一份“田野調研員”的兼職，月薪
2,000元。徐某所在的廣東某大城市有一個軍港碼
頭和一家歷史悠久的造船廠，他的“調研”工作
就是到軍港拍攝軍事設施和軍艦，到船廠觀察、
記錄在造在修船艦的情況，並將有船艦方位標識
的電子地圖做成文檔，提供給“Miss Q”。
雙方約定的傳送方法是：通過手機短信約好

時間，由徐某把加密文檔上傳至網絡硬盤，
“Miss Q”立即從境外登錄下載。當月，徐某被
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審查。
廣西南寧應屆大學畢業生小何在求職多次遭

拒、心灰意冷之際，突然收到一名在“附近的
人”的微信好友申請。小何加對方為好友後，對

方自稱是網站的軍事女編輯。
軍事愛好者小何很感興趣，他告訴女編輯，

他就是部隊家屬，知道很多這方面的知識。對方
開始每天都和小何微信聯繫。“告訴你一個好消
息，你上次提供的拍攝圖片，被網站採用了！”
女編輯有一天發來信息，還順勢套取了小何父親
出發去執行航行任務的信息。

小何在毫無防範意識的狀態下告知父親的去
向和一些軍事信息。女編輯立即感興趣地說自己
最近正在做軍艦方面的專題，想讓小何幫她收集
素材。小何隨即給女編輯提供了一名退伍朋友的
聯繫方式。
很快，這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小何他洩密

了。當他向這名女編輯提出質疑的時候，女編輯
馬上“拉黑”了他。當小何再打開微信，發現自
己已被對方“拉黑”了。小何最後在朋友和父親
的陪同下，到國家安全部門說明了情況。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
“大家都覺得間諜都是出現在諜戰片中，沒有把
它想成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一問題，在立法階段也
給全社會提個醒，不要稀里糊塗地被壞人利用，
因為他們在互聯網上撒網式的拉攏本質是一個間
諜活動。”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坦言，中國
長期以來忽視這方面的教育，導致很多人並不知
道自己被收買了，也不知道自己從事的是間諜活
動，或者是危害國家的行為。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教研部教授于

巧華表示，個別大學生安全意識不強、社會經驗
不夠豐富，有的還需要尋找一些經濟來源以支持
學業。境外間諜便用做兼職、發調查問卷之類的名
目去吸引學生，以高額的酬金誘惑；剛開始提的要
求一般都比較簡單，比如先讓學生去圖書館查查資
料，或搞調研，不論任務完成情況如何，都照樣支
付豐厚的酬金，慢慢讓其產生依賴，然後再安排搜
集、竊取情報的任務。實際上，這時候學生已經有
把柄握在間諜手裡，如果想退出，對方就會採取威

脅訛詐等手段，逼迫學生繼續為他們效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莫紀宏認
為，中國青年普遍缺少國家安全意識，長期沒有這
方面的教育，說明中國的教育沒有跟上，應加強國
家安全方面的教育。“如今，青年學生對於國家安
全都很模糊，難以分辨，所以要把國家安全納入國
民教育，讓孩子從小就知道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倪峰表示，

青少年應該學習國家安全法，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提高甄別不同信息的能力。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
人接觸世界的機會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了，加強對
青少年的國家安全教育，充分調動學校和家庭的作
用，定期開展宣傳教育進校園活動。
“要把國家安全好像是國家安

全機關的事，轉換成每個人都有相
應的義務，都投身到國家安全工作
中去。”莫紀宏說。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兩家
評級機構相繼把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
“負面”，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於當地時間4
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表示，評級展望沒有反映
中國經濟實際情況，國際社會歷來就對這些評
級機構有質疑，從歷史情況看，中國主權債市
場表現絕大多數時間都高於評級所給出的標
準，這說明評級機構“有偏見”。
二十國集團春季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當天

在華盛頓發表公報，樓繼偉出席了主席國新聞
發佈會時作上述表示。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與標普近期把中國評級

展望轉向負面，樓繼偉注意到，下調的主要理
由是中國經濟放緩、政府債務增加、資本外流
加大以及對中國政府宏觀管理能力和推動改革
的決心產生疑問。
他說，評級展望沒有反映中國經濟實際情

況，剛剛公佈的中國第一季度GDP增長是

6.7%，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雖然這個
數字比去年略有下降，但符合中國預期。
政府債務方面，樓繼偉介紹中國已在採取措

施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增加趨勢，中央政府債務水
平不是很高，現在增加中央政府債務的目的是推
動全社會逐步減債，但這要通過改革來進行。他
指出，評級機構恐怕並不太清楚中國正在醞釀這
些改革。他希望評級機構與被評級國家進行深入
溝通，作出更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樓繼偉：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經濟存偏見

據《法制晚報》報道，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發行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幹部讀本》首發式16日
在北京圖書大廈舉行。據悉，本書被列為中國幹部讀本
系列之一，是國家安全領域內的第一本幹部讀本。此
外，每年的4月15日將被定為國家安全教育日。
《總體國家安全觀幹部讀本》分五章，全面介紹了總

體國家安全觀的豐富內涵，道路依託，領域任務，法治保
障和實踐要求，系統總結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形勢下中國
國家安全工作需要回答和解決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的
精闢闡述。目的是為了增強幹部意識，明確自身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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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exas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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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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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 )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賞心賞心
樂食樂食TogetherTogether””是由六大社團聯會合是由六大社團聯會合
辦的首個大型戶外活動辦的首個大型戶外活動，，各個社團代各個社團代
表在活動致辭時表示表在活動致辭時表示，，希望藉此活動希望藉此活動
令香港市民更了解家鄉文化令香港市民更了解家鄉文化，，承傳中承傳中
國文化國文化，，為香港帶來更多正能量為香港帶來更多正能量。。

活動總召集人兼香港潮屬社團總活動總召集人兼香港潮屬社團總
會主席陳幼南表示會主席陳幼南表示，，活動讓六個社團活動讓六個社團
聯會為香港的和諧出一分力聯會為香港的和諧出一分力。。他又他又
指指，，希望活動能推動不同地方的文化希望活動能推動不同地方的文化
交流交流，，傳承中華文化美德傳承中華文化美德，，展現香港展現香港
的毅力及光彩的毅力及光彩，，並希望市民能從多方並希望市民能從多方
面了解及欣賞香港面了解及欣賞香港。。

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表示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表示，，
梅州是客家人的聚居地梅州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其中香港有其中香港有
200200萬人為客家人萬人為客家人。。他又說他又說，，梅州是梅州是
一個好山好水的地方一個好山好水的地方，，而梅菜扣肉而梅菜扣肉、、
鹽焗雞等亦是著名客家菜鹽焗雞等亦是著名客家菜，，寄望活動寄望活動
讓香港人更了解客家文化及美食讓香港人更了解客家文化及美食。。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表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表

示示，，香港是多元及和而不同的社會香港是多元及和而不同的社會，，
亦有大量華僑居港亦有大量華僑居港，，匯聚各地的美食匯聚各地的美食
及文化及文化。。他又指他又指，，希望活動對社會和希望活動對社會和
諧諧、、民生及繁榮經濟有推動作用民生及繁榮經濟有推動作用，，又又
寄望香港市民攜手發揚獅子山精神寄望香港市民攜手發揚獅子山精神，，
並把握並把握““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及國家及國家““十三五十三五””
規劃規劃，，以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以維持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
示示，，這次活動集合了各地特色美食這次活動集合了各地特色美食，，
同時能夠為香港帶來正能量同時能夠為香港帶來正能量。。香港廣香港廣
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指出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指出，，下星期下星期
二將是廣西主題日二將是廣西主題日，，屆時會有廣西傳屆時會有廣西傳
統民族特色的舞蹈表演等文化活動統民族特色的舞蹈表演等文化活動，，
冀港人更了解廣西文化冀港人更了解廣西文化。。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兼副主席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兼副主席
孫國林表示孫國林表示，，廣東是美食之鄉廣東是美食之鄉，，早前早前
聯合國更把佛山大良列入為中國美食聯合國更把佛山大良列入為中國美食
文化之都文化之都，，是繼四川成都後另一個獲是繼四川成都後另一個獲
此美譽的地方此美譽的地方，，他希望市民能用心體他希望市民能用心體
會內地及香港的獨有文化會內地及香港的獨有文化。。

展多元文化 添香江魅力
心樂食Together”是“欣賞香港”大型公眾活動的其中一項
亮點項目，16日起一連六日在維園舉行。活動16日舉行揭

幕儀式，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林武及六大社團主席
等人均有到場，各方均希望活動能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場內以地方分成六個展區，包括梅州、僑界、福建、廣西、廣東
及潮州，各有特色。如梅州展區有山茶油及飼養140日的有機雞，前
者能外敷內服，有延年益壽之效；後者則作半價推廣，預料銷情不
俗。

僑界主打東南亞美食，如韓國街頭近期熱賣的J形雪糕，泰式串
燒及東南亞民族服飾等均有出售。至於福建展區有“肉燕”，高級
中式烹調師陳君凡稱，肉燕為燕皮包肉餡，尾形如春燕的餛飩，俗
稱“肉包肉”，是福建宴會及家居必備食品，有富裕、平安、團圓
及興旺之意，期望將美好的祝願帶來香港。

廣西展區則有新產品，如金嗓子喉寶推出飲料版，以迎合市場
口味。代表吳慧稱，新款飲料在內地未有發售，首次在香港亮相作
試飲，最快在今年年底方能在市面出售，並且會有新式口味如羅漢
果、橙味、西洋參味等，市民自攜袋子到場掃貨有優惠。

廣東展區方面，多間佛山企業特地把傳統民間食品帶到香港。其
中佛山廣業食府以200多年歷史的“順德均安蒸豬”作招徠。其店舖東
主歐陽廣業指，這是佛山十大名菜之一，用60公斤以下的中型豬隻作
為材料，蒸熟之後先去油，再淋上冰水，令肉質變得更爽口肥而不
膩。

他續指，大隻的豬肥肉太多，太小的豬又太嫩，沒有肥肉，故
需選擇肥瘦勻稱的中豬作烹調。歐陽廣業表示，16日市民反應熱
烈，今日將供應更多順德美食如炸鮮奶等，希望活動令香港人更了
解佛山飲食文化。

潮州方面，除了香港常見的鹵水鵝、豬蹄、蠔餅之外，食品公
司“潮州郎”更帶來了豬腸脹糯米及甜品白果芋泥等香港較少見的
潮州美食。該店總經理吳嘉敏表示，這是首次來港參加相關活動，
共帶了價值30港萬元的貨品，當中以白果芋泥為最受歡迎，亦對銷
情充滿信心。

“賞心樂食Together”活動齊集廣東、廣
西、福州、潮州及東南亞美食，場內逾120個
攤位，當然吸引不少市民趁周六入場消閒。活
動由16日下午4時30分開放給公眾入場，多個
熟食攤位人頭湧湧，十分熱鬧。有市民大讚場
內美食眾多，更意猶未盡表示今天再進場品嚐
更多美食。

廖太與丈夫一同進場品嚐各地美食，她表
示從網上得知有關活動，認為場內美食多元
化，更花費約300港元吃了梅菜扣肉包、撈米
粉、潮州魚丸等食物。她又大讚食物好吃，更
指“仲有好多嘢未試”，計劃17日會帶同女兒
到場再吃多次。

趙小姐從喜歡美食的朋友得知這次活
動，適逢周六便帶同女兒一家三口到場享受
家庭樂，亦藉品嚐美食，感受場內的熱鬧氣
氛。她希望能吃到潮州魚丸、炸鯪魚球等美

食，又認為場內食物價
錢合理。

大學生莊小姐與兩
名朋友剛巧途經維園，
又因為肚子餓而花約50
港元購買了葱油餅及新
疆烤肉串。她大讚烤肉
串分量十足，“出面都
冇咁大串”。其同行友
人郭小姐認為，場內有
很多少見的傳統菜式，
如潮州甜品白果芋泥、
客家茶粿、韭菜粿等，
而且又有不少民族歌舞
表演，很有氣氛。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香港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林武，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香港旅發局主席林建
岳等重量級人物16日均出席“賞心樂食Together”活動。大會
準備多款美食予他們品嚐，梁振英盡情品嚐了福建媽祖平安
麵、客家三色茶粿及福州肉丸等小食，更與多名局長有說有

笑。高永文及林鄭月娥則對福州肉丸有所研究，細心討論台前美食。及後林
鄭月娥作為代表，走到六個展區，逐一為社團進行揭幕儀式，高永文及林建
岳等在旁陪同。他們在廣西展區聆聽代表介紹三條精品旅遊線路、80餘種食
品和一系列民族特色文藝節目，林鄭月娥、林武等更敲響吉祥銅鼓，並品嚐
廣西特產恭城油茶。

舌尖品出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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