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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後山林極危 重陽登高搵命博

每逢重陽節，不少市民會上山拜祭先人，或
相約親友行山，但熱帶風暴 「獅子山」 襲港後熱
帶氣旋 「圓規」 又至，兩個八號風球連環吹襲，
加上暴雨持續，不少山路都有洪水橫流、山泥傾
瀉和塌樹；麥理浩徑更出現山路變水路的情
況，行人徑完全被喘急的雨水掩蓋，變成流水
湍急的小河流。

「發生意外需用好多資源救援」
行山專家梁念豪提醒，未來數天都不適

宜行山，因為兩場颱風過後，山林危機四
伏，除了有很多塌樹，還有可能出現山泥傾
瀉，即便有政府人員處理路邊塌樹，也需
要一段時間。他又表示， 「獅子山」 與
「圓規」 一個是西南風，一個是東北風，
基本上長洲、大東山、塔門、大浪西灣等地方
已經是短時間內不用考慮的行山路徑，其原本打算
舉辦的周五行山活動，也可能要延期舉行。

另一爬山發燒友Gordan sir則表示，昨日仍收到信息
指有人冒險上山，他認為這種做法極度危險，與玩命無異，
「完全不建議市民在風雨過後上山，萬一遇到意外還要浪費政府人
力救援，根本不明智。」

宜結伴同行 向家人交代路線
Gordan sir說，颱風過後的山路非常危險，尤其是山澗地區，水流湍

急有如瀑布，經常會在毫無預兆下山洪暴發。而山路的樹上也掛着無數斷掉
的樹枝， 「平時都會有斷枝隨時跌下來，打完風就更多、更大，萬一當頭壓
下來，傷害可想而知。」 再者就是地面濕滑，而且夾雜很多落葉及樹枝，非
常容易滑倒。

若市民必須要上山，Gordan sir建議注意以下安全守則：首先必須結伴而
行，至少三、四人一起上山，否則遇到危險無人照應；然後要謹記出門之前與
家人交代詳細的行山路線，每隔指定時間就向家人發定位坐標， 「千萬不要小
看這幾點，近年來不少行山人士就是因為出門前既沒有交代地點，也沒有定時與
家人溝通，遇到意外後小則被困多時，大則意外去世，行山安全問題不容輕
視。」

重 陽 又
到，秋高氣爽
正 是 登 高 好 時
機，但過去五日接
連有兩個颱風襲港，
山林危機四伏，行山隨
時會遇到山泥傾瀉、山
洪暴發、樹木倒塌等情
況。

專家提醒，未來數天
都不適宜作任何山上活動，
行山熱點的大東山、塔門、
大浪西灣等地，現時環境最
為惡劣，建議市民若必須上
山，須留意五大安全守則，包
括避免行山澗、注意塌樹枝 「中
頭獎」 等，出門前最好與家人溝
通，交代清楚行走路線，並要結
伴同行。

專家：隨時山洪暴發冧樹塌山泥



【大公報訊】重陽節有不少孝子賢孫都會掃墓拜祭先
人。有紙紮品店今年推出滿800元包送貨套餐，但受颱風天
氣影響，生意減少三成。有燒臘店則表示客人訂購的拜祭

燒臘不受影響，今日能如常取貨。
祺麟店文化藝術有限公司負責人冒桌祺表示，一連兩

個颱風襲港，對重陽節的祭品生意帶來不小打擊，因為在
重陽拜祭先人的市民一向亦不及清明多，為刺激生意，店
舖今年特意推出800元包送貨套餐，但天氣不好，訂貨情況
亦不似預期，預料生意少三成。

燒臘店：如常供貨
至於拜祭常用的供品，例如燒豬、燒肉等供應情況，

記者昨日致電多間有供應拜祭燒臘訂購的食店查詢，包括
嘉嘉好宴會廳、文記金豬皇等，都表示燒臘會如常供應，
訂了燒臘的客戶可以正常取貨。

餐飲界：客流不會大增
適逢假期，不少人會相約親朋好友聚餐。香港餐務管

理協會會長楊位醒表示，颱風吹襲對飲食業有一定影響，
往常生意較好的商業或購物區，打風日子都會人潮大減，
通常只有屋邨範圍內的酒樓生意能夠維持。由於重陽節非
主要餐飲旺季，他相信能夠維持日常的客流。

雙颱風阻掃墓 紙紮舖生意少三成

▲受颱風及暴雨影響，麥理浩
徑山路變河流。 受訪者提供

▲針山的山路濕滑，泥路上有積水及裂
痕，上落時要步步為營。 受訪者提供

▲市民喜歡在重陽節登高，但最近連續兩個颱風襲港，山林危機四伏，行山隨
時遇意外。

颱風後行山注意事項
1 遠離山澗，如面前有山路被水淹沒，立即離開。

2 不要靠近樹木多的地方，小心樹上遭颱風吹斷樹
枝可能隨時掉落。

3 雨後地面濕滑，注意穿着防滑鞋及切勿進行高難度攀
爬動作。

4 至少結伴3-4人上山，切勿單獨行動。

5 出門前與家人交代詳細的行山路線，
定時聯絡。 資料來源：大公報記者整理

▲颱風過後，天氣仍然欠佳，今年訂紙紮祭品往掃墓的市民
減少。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未來五日天氣預告
明日
（五）

25-28℃

大致多雲，
間中有驟雨
及雷暴。

10月16日
（六）

23-28℃

大致多雲，
初時有幾陣
驟雨。日間
短暫時間有
陽光。

10月17日
（日）

22-26℃

部分時間有
陽 光 及 乾
燥。早上稍
涼。

10月18日
（一）

20-26℃

部分時間有
陽 光 及 乾
燥。早上稍
涼。

10月19日
（二）

22-26℃

短暫時間有
陽光，有幾
陣驟雨。

針針 山山麥理浩徑麥理浩徑

保育軍事遺址 講好香港故事

龍眠山

怎樣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
保育軍事遺址，讓歷史說話，就是最
好的方法之一。

香港的山野遍布着大量歷史遺
跡，如清朝的炮台、英軍及日軍建立
的防禦工事、軍用爐灶等，無聲訴說
着清朝抗擊列強入侵、英國發動鴉片
戰爭、西方列強覬覦香港、日本侵佔
香港的殘酷歷史。可惜，這些遺址多
被荒棄，以致雜草叢生，樹根纏繞，
並在風雨侵蝕下逐漸荒頹，部分已湮
沒無聞。

香港是東南亞軍事遺址中最豐富
及最多樣化的，通過這些軍事遺址，
我們可以穿越歷史風雲，了解到香港
其實在很早以前就是一個成熟的貿易
轉口港及軍事要塞，而不是一個 「小
漁村」 ，否則清朝、英國、日本不會
在此大肆構築軍事設施。

肯定有人好奇：一向注重歷史保
育的英國人，為何在其一百多年的殖
民統治期間不重視香港軍事遺址的保
護、任其消失呢？這當然有原因。首

先，英國人不願香港人知道其發動鴉
片戰爭的不光彩歷史；其次，英國人
希望淡化二戰期間被日軍輕易擊敗的
屈辱歷史；其三，英國在香港建立的
一些歷史遺址或紀念碑，都用於對自
己的歌功頌德，但對於日據時期有數
以十萬計平民死亡，香港卻沒有任何
紀念。可見英國人保育什麼、不保育
什麼都經過精心算計，目的是讓香港
人淡忘香港歷史，淡忘香港與祖國的
血肉聯繫，記住英國所謂的 「文明」
與 「功德」 ，維護其 「高大」 形象，
以方便殖民統治。

香港古蹟保護體現的正是港英時
代的殖民地史觀，這是回歸後仍有不
少人戀英、戀殖的重要原因。一些年
輕人對國家無感情、無歸屬感，也是
因為成長期間沒有讀好中國歷史，沒
有接觸軍事遺址背後的真實故事。

保育軍事遺址意義重大，這是歷
史與國情教育的活教材，遠比書本上
學到的知識更生動、更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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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妖魔化健康碼追蹤功能
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的前提是對

接內地抗疫機制，推行港版健康碼是
其中關鍵的一環。食衞局局長陳肇始
昨日表示，參考澳門的做法，健康碼
將記錄當事人行蹤、接種疫苗及核酸
檢測資料等；創科局局長薛永恒證實
正與內地專家研究加強健康碼涵蓋的
功能，縮窄兩地差距。特區政府抗疫
大方向完全正確，但需要多加解釋，
釋除市民對健康碼的疑慮，以免再遭
「妖魔化」 。

健康碼是內地抗疫成功的法寶之
一，經受住實踐考驗，有效性毋庸置
疑。特區政府去年5月開始研製健康
碼，去年11月初步建成轉碼的技術平
台，提供給循 「回港易」 途徑返港的
市民使用。但有關平台沒有大規模推
廣，甚至有人連 「港康碼」 這三個字
都不敢提，原因就是部分人對健康碼
存在一知半解或有誤解，擔心私隱外
洩；加上反中亂港勢力為破壞抗疫而
蓄意抹黑健康碼，導致特區政府在推
動健康碼時顧慮重重，拖延到今日仍

未落實，香港為此已付出沉重的經濟
與社會代價。

其實，對健康碼的擔心完全是不
必要的。在信息化的今天，在我們的
頭頂上，飛行着大量的衛星，只要隨
身帶手機，就會有許多電子信息顯現；
港人行山多使用全球定位、導航系統
或計步軟件，等於主動公開了自己的
行蹤。再說，監控是城市管理及維護
良好社會治安的必要手段。香港不時
出現失蹤或行山迷路個案，最後如何
能找到？手機定位功能當記一功。因
此，數據的交互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也是常識。若說安裝健康碼才
「暴露行蹤」 、 「洩露私隱」 ，不是
出於天真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事實上，從去年底至今，全港已
至少有二十多萬市民通過 「回港易」
安排返港，他們都有使用內地健康碼
的經驗，便捷、高效，對市民的日常
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所謂洩露私隱，
完全是多慮了。其實，只要做人坦坦
蕩蕩，不涉違法事情，誰會庸人自擾

到害怕使用健康碼呢？
需要回內地的市民，自然會安裝

健康碼，這是恢復通關的第一步，但
這並不意味着不準備回內地的人，就
與健康碼毫無關係。原因在於，如果
只有部分市民安裝健康碼，另外部分
人不安裝，一旦有人確診，就只能找
到安裝了健康碼的密切接觸者，沒有
安裝的人一旦感染，就因為無法及時
找到而成為傳播源，如此一來，抗疫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漏洞。因此，
「安心出行」 的功能亦應在健康碼體
現。

為了通關更為了抗疫，盡快推廣
健康碼，是當務之急。每一個人都安
全了，才有香港的整體安全，社會才
有望早日恢復常態。事實上，香港不
僅在健康碼方面需要後起直追，疫苗
接種率也差強人意，香港每日接種第
一針者已跌至區區數千人，九月份達
到七成接種率的目標已經落空，按目
前進度，恐怕十月份也沒有達標的可
能，香港需要加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