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漢仁雖年屆83歲，依然寫得一
手好書法。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攝

▲英超球迷要求寫的 「阿仙奴旺」
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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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將至，市面的節日氣氛漸濃，喜慶的賀年裝飾點綴着
大街小店。各區街上已見到手寫揮春檔，堅持傳統的街頭書法
家在街頭筆耕墨耘，一字一句寫下港人的新春願望。

有手寫揮春檔主表示，今年 「身體健康」 、 「生意興隆」
深受市民喜愛。香港與內地已恢復通關，不少港人會到內地過

年，有檔主說，有市民買下三幅大揮春 「家和萬事興」 帶回廣州。

手寫揮春有靈氣 市民買回鄉度歲
檔主：今年身體健康生意興隆受歡迎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責任編輯：楊 石 美術編輯：鍾偉畧

房會商場賀年瑞兔陪你打卡







▲房委會駿洋商場的新年布置，為市民和顧客帶
來新年好意頭，亦讓大家拍照 「打卡」 。

▲房委會九龍油塘區域商場 「大本型」 以
「瑞兔 『型』 春賀新歲」 為主題，精心設置
了一系列新春裝飾布置迎接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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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福兔將至，年味濃厚。房屋
委員會轄下商場近日已換上喜氣洋洋的賀年裝
飾，新春期間將舉辦連串慶祝活動，與市民歡
度新歲。

房委會轄下位於油塘的 「大本型」 商場，
今年以 「瑞兔 『型』 春賀新歲」 為布置主題，
為市民和顧客帶來新年好意頭。商場共設置了
20多隻大大小小的吉祥瑞兔，和一隻四米高的

巨型瑞兔跟遊人拜年，天台花園晚上還會出現
發亮巨兔。在年初八（29日）下午， 「大本
型」 將會有知名藝人表演、醒獅獻瑞及財神巡
遊等精彩節目。之後多個周末亦安排了不同種
類的表演節目。

另外，房委會其他眾多商場方面，也會在
年初七（28日）、年初八（29日）新春期間，
舉行 「瑞兔呈祥賀新春」 慶祝活動。

•香港仔石排灣商場

•深水埗南山商場

•深水埗海麗商場

•深水埗石硤尾六期

•深水埗蘇屋商場

•牛頭角安基商場

•啟德晴朗商場

•觀塘坪石商場

•觀塘安達商場

•觀塘彩德商場

•油塘油麗商場

•天水圍天恩商場

•屯門兆康商場

•屯門欣田商場

•葵涌梨木樹商場

•葵涌葵涌商場

•沙田美田商場

•沙田碩門商場

•沙田博康商場

•沙田駿洋商場

•沙田水泉澳廣場

•東涌迎東商場

•東涌滿樂坊

資料來源：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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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求寫阿仙奴旺車路亨通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

道：購買手寫揮春的顧客，近年
不局限於年紀大的人，一些年輕
人也喜愛，揮春檔檔主李作榮表
示，有年輕人要求將新興的祝福
語寫在揮春上，例如有年輕情侶
要求寫 「齊齊行...」 等的甜蜜祝
福語，有足球員要求將喜愛的足
球隊名字寫入揮春內。

揮春不僅能寫下傳統祝福
語，新式語言亦能與其交融，只
為把最美好的祝願寄託在小小的
紅紙上。

李作榮稱，經常會有年輕人
帶來 「古靈精怪」 的自創祝福
語，要求他幫忙寫在揮春上。最
近便有球隊成員專程過來，訂下
「阿仙奴旺」 、 「車路亨通」 、
「熱刺必中」 、 「利物浦發」 這
幾個揮春。亦有人帶來自創新春
對聯 「魚游春水納餘慶，兔進萬
家報吉祥」 。

李伯笑着說道，有些時對這
些自創的祝福語，自己亦不太理
解當中的意思，但自己一定會有
求必應。

時來運兔

【大公報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民青局）局長麥美娟昨與佛山訪問
團會面，就佛港合作發展、加強相互
青年交流和共同推動婦女事務發展交
換意見。

麥美娟歡迎由佛山市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丁錫豐率領的訪問團。佛山

與香港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
兩地經貿關係密切，人流、物流、資
金流往來頻繁。麥美娟表示，民青局
剛公布《青年發展藍圖》，提出進一
步推動香港青年認識國家，鼓勵青年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所帶來的龐大機遇。

民青局與佛山訪問團會面商合作

▲麥美娟（左六）與佛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丁錫豐（右六）率領的佛山
訪問團會面。

在元朗教育路附近，每年歲晚都有數檔手
寫揮春的攤檔，大公報記者近日去到，見到各
個攤檔將已寫好的揮春，或張掛在建築物外的
圍欄上，或鋪放在地面上，一張張揮春築起的
紅牆，構成了亮麗的獨特歲晚風景，喜氣洋洋
迎兔年。

76歲的李作榮每逢過年前兩星期，都會在
此擺檔，小桌一擺，將自己寫的揮春和畫作掛
滿身後的鐵欄上，吸引不少過路市民駐足欣賞
和選購。聽到街坊稱讚時，李伯滿有成就感地
呵呵笑。李伯埋首揮毫，瀟灑落筆，一個個蒼
勁有力的吉祥字眼，躍然紅紙上，五分鐘內便
能寫完一副對聯。

弘揚傳統文化
李伯說，退休後，興趣使然下，拾起毛筆

自學書法，他自稱獨創一格，寫揮春講求快，
「填墨會比較生硬，一筆過就會瀟灑」 ，李伯
說， 「筆墨寫的揮春比較有靈氣，而且非常清
晰，而機械印的字會模糊。每個人的寫法不
同，但始終會有人欣賞。」

李伯擺檔寫揮春已經有七、八年，他說，
以前一到過年就有好多人買手寫揮春，經常從
早寫到下午三時都未有空吃午飯，但疫情後就
水盡鵝飛。不過他說， 「自己不介意冷清，擺
檔寫揮春只為有精神寄託，同時亦為弘揚中國
傳統文化。」

揮春往往反映社會狀況，也透露了市民大
眾對來年生活的美好期盼，社會安定繁榮時，
大家希望生活過得更好，可以發達，疫情下，
大家更希望身體健康，踢走病毒。

李伯說， 「身體健康」 揮春近年確是較受
歡迎，而今年街訪對 「生意興隆」 揮春的喜愛
亦增加。至於 「天增歲月人增壽」 揮春，一直
深受老年人喜愛。他並說，今年揮春沒有加
價，一張為30元，對聯售價130元。

街頭的另一邊的揮春檔，亦擺滿了揮春和
對聯，並有一幅幅詩詞，格外引人注目。檔主
楊漢仁年屆83歲，不僅寫得一手好書法，亦能
創作詩詞。他自豪地秀出一本紙簿，裏面全是
自創的詩詞和對聯，一字一句寄寓了新年最美
好的祝福，可供客人隨意挑選寫在揮春上。

取消返港核酸檢測又如何

龍眠山

春節將至，正是港人返鄉的
高峰期。但過年後返港卻要面對
一個現實問題。兩地春節假期不
同，香港基本上大年初三就開
工，而內地大多過完初七才上
班，意味着在年三十至初七期間
在內地難以預約核酸檢測。沒有
核酸陰性證明，回港就會受阻。

有立法會議員希望特區政府
與內地進一步協商，適時取消返
港核酸檢測要求。這個要求有其
合理性。首先，預約檢測有實際
上的困難；其次，內地放開已一
個多月，疫情高峰期正在過去；
其三，從香港與內地免檢疫通關
一周的實際情況看，本港確診數
字不升反跌，由月初的每日確診
約兩萬人，減至昨日的不足四千
人。有理由相信，即使取消核酸
檢測，也不會對香港構成太大的
風險。

有近日從內地返港的市民表
示，過關期間需要在手機上使用
微信 「小程序 」 填寫健康申報
表，即所謂 「黑碼」 ，沒有要求

展示48小時內有效核酸陰性證明，
這反映內地有關方面考慮到港人
回港預約核酸的實際困難，已作
出彈性處理。

退一步說，即使暫時不能一
步到位取消過關要交核酸檢測，
也可以現場快測取代核酸。目前
從外國抵港只需要24小時內快測，
自內地入境與這一做法看齊，實
在是無可厚非。

持續擴大通關規模、減少防
疫限制，直至完全復常，既是民
心所向，也是大勢所趨。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免檢疫通關
第一階段安全、有序、順暢，符
合預期，希望盡早開啟與內地第
二階段通關，不會令市民失望，
甚至會有 「驚喜」 。他首次透露
會於今年內取消所有防疫限制，
包括口罩令，並希望在第一季度
落實。這為市民帶來極大鼓舞。
當然，對返鄉的市民來說，最迫
切的是解決回港核酸檢測燃眉之
急。

國安才能家好，國安才能業旺。維
護國家安全不僅是行政長官和特區國安
委的責任，也不僅是特區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等整個管治架構的責任，而且
是每一位市民的責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維
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既要發揮專門機
構的作用，也要依靠廣大市民的共同參
與。香港各界要充分認識到，每個人都
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參與者、推動者、受
益者，而不是 「旁觀者」 。

國家安全並非與我無關的 「高大
上」 ，而是與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息
息相關。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黑
衣暴徒瘋狂打砸搶燒殺，人人自危，受
害最大、最深的是廣大市民，打工仔返
工、學生返學、家人逛街和旅行的自由
得不到保障，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會
出事，甚至有生命威脅。人們深刻體會
到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個人安全，基
本法規定的各項人權和自由也就形同虛
設。慘痛經歷告訴大家，全社會每一個
人都必須堅定維護好國家安全。

國安法第6條規定，維護國家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並要求在
香港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
守相關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安的行為
和活動；任何人如果知道法律規定的危
害國安犯罪的情況，都有如實作證的義
務。有心，才能有力，才能變成自覺。
如果每個人都能增強國安意識，將維護
國安由法律義務、公民責任變成自覺行
動，國安基礎就能打得牢靠，香港市民
的福祉才能得到切實保障。特區政府着
力加強青少年國安教育，從小培養國安
意識和愛國情懷，扣好國安教育的 「第
一粒扣子」 ，這是完全正確的。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
保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香港的當務
之急，但只有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才能
實現、才可持續，離開了國家安全，一
切都無從談起。在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
市，尤其要繃緊國家安全這根弦，處理
好國安和發展的關係。以前的立法會烏
煙瘴氣，反中亂港勢力為阻撓施政無所
不用其極，大量經濟民生議案被積壓、
被拖垮，房屋、安老、醫療等深層次矛

盾不斷惡化。落實國安法、完善選舉制
度後，行政立法相互合作也相互制衡，
施政效率大為提高，行政主導、良政善
治才會成為現實。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 的最高原則。只有築牢國
安防線，香港才有信心和條件對全世界
更加開放，以更高水準的國家安全護航
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和 「一國兩制」 的
成功實踐。正如夏寶龍主任所指出，隨
着國安法深入實施，香港開放的大門只
會越開越大，包容性只會越來越強。香
港居民不論國籍，不管從事什麼職業，
持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只要擁護 「一國
兩制」 方針，只要熱愛香港這個家園，
只要遵守法律，都是香港的建設力量。

當前香港正邁向由治及興的新階
段，包括特區國安委、特區整個管治架
構、全體香港市民，都要全力以赴保證
香港國安法的準確實施，深刻領會 「中
央主導特區主責」 、 「雙執行機制」 的
重要內涵，切實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義務。我們相信，國安防線越牢
固，香港獨特優勢也就越凸顯。

維護國家安全沒有旁觀者
——夏寶龍在專題研討會上的致辭系列評論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