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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聚西方寺 抒發香江情
警聯部 潘佩雁

偶有閒暇，與友遊荃灣西方寺，陽光溫柔，綠
樹成蔭，景色宜人，興致所在。午後的西方寺典
雅莊重，肅穆神聖，在滾滾紅塵的大千世界，在
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多事之秋，難得尋到這麼一個
沁人心脾的地方。
漫步亭橋長廊，瓊樓殿宇，放眼琉璃瓦面，簷
篷飛峭。有幸的是法師講解寺中佛謁、典故，讓
這一次遊覽不僅是身與眼的享受，更有一些心的
啟迪。其中，寺中一副濟公像饒有趣味。畫中濟
公眉眼傳神，不管從哪個角度觀賞，似乎都在望
着芸芸眾生。畫旁的對聯「應事豈圖有作意，為
人不可無世情」，短短兩句禪語，更是發人深
省，讓我思緒萬千。
今年以來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們國家憑着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在疫情防控阻擊
戰中取得了奇跡般的階段性成果。正如習近平主
席所說，「在這場同嚴重疫情的殊死較量中，中
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

受疫情來襲，馬會的六合彩彩票
停售超過七個月，今晚終於恢復攪
珠，讓巿民可以繼續大發「橫財
夢」。不過，六合彩暫只接受電話
或網上投注，有市民對恢復攪珠期
待已久，昨日下午就到馬會場外投

畏氣概，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捨生忘
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而
在香江這塊土地上，大疫當前，卻仍有極少數人
不顧人民健康，大搞政治操弄，凡是特區政府出
台的抗疫措施，是非不分，一律跳出來反對，以
各種荒謬藉口顛倒黑白、亂潑髒水、干擾抗疫。
更煽動非法遊行，造成人員大規模聚集，進一步
加劇了病毒傳播風險。可謂是哀其不幸，怒其不
爭。
去年「修例風波」以來，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已
經嚴重受挫，今年遇上疫情來襲，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如今必須放下分歧和猜疑，齊心協力控制
住疫情，才有未來攜手解決深層次問題的機會和
條件。「應事豈圖有作意」。同在香港這塊土地
上，同是華夏子孫，真希望更多人能早日放下心
中的偏見與執念，「不圖有作意」，回歸為港人
謀幸福的本心，一起讓香港走出低谷，走向繁榮
的道路水到渠成。
疫情爆發以來，廣大「港漂」們的生活發生了
巨大的改變，那些往返深港兩地工作、創業、求
學的人們，有的長期與家人兩地分隔，有的被迫
長期停工停學，在疫情防控的大局面前，有太多

人的生活習慣被改變。可以想像，身邊的同事們
在這段日子裏也承受着很多未曾想像過的壓力和
困難，背井離鄉的我們，太多愛與被愛的牽掛只
能在兩地上空的數字信號中傳遞。「為人不可無
世情」，在這樣一段特殊的日子，我們更需要在
工作生活中多些人情味，多一些與同事、香港同
胞之間的關切與問候。雖然家人不在身邊，但是
有這些同伴互勵互勉，總能排解一些心中苦悶。
在我看來， 「世情」不只是所謂人情世故，更多
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真心和真情。
除了身邊同事之外，在港工作，總是要常常與
香港同胞接觸往來。初來香港時的我就感受到港
人那獨特的人情味，那「投之以真心，報之以暖
陽」的真性情。在香港這塊土地上，香港的朋友
們帶着我吃地道的美食，跟我講解粵語中獨特的
辭彙，同我分享他們的故事，真誠的關心和問
候，正應了那句「應事豈圖有作意，為人不可無
世情」。感謝這些香港朋友們的溫暖關切，融化
了這段時間凝結的許多焦慮。或許是誤打誤撞，
我很慶幸我直來直往的性子，反而能和許多人聊
得來，談得開。有人說談心談話要言之有理、言
之有味。在我看來，談心更重要的是言之由心，

■香港市民歡迎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新華社

行之由心。一言一行發自肺腑的善意，總能得到
更多的認可和接納。
中央以對香港一以貫之的關心關愛，內地人民
抱着對香港同胞的自始如一的善意真誠，組織內
地醫護力量赴港支援抗疫，協助興建臨時醫院和
建設醫療設施，真切體現了祖國人民與香港同胞
的骨肉深情和守望相助，自然會受到廣大香港市
民的歡迎和認可。只要香港社會各界團結一心，
同舟共濟，健康和安寧的生活很快就會重回香江
之畔。

六合彩返嚟啦 只限電話網投
乖孫帶婆婆去投注站開戶口 老友記嘆操作複雜唔方便

注站為投注戶口入賬，更有不懂開
設投注戶口的婆婆，為購買六合彩

已購買六合彩數十年，從不間斷，而自己

話，認為對他們是一種不便。戴小姐則表

過七個月，得悉今晚恢復攪珠，故一定要

不太方便，且不太會用，經常擔心會誤打

但今次重開只可透過電話和網上購買，因
此要由孫兒陪她到投注站開設賬戶，以後
由孫子幫她網上投注，並認為電子方式投
注操作複雜，對她來說是一種不便，若有
家人幫助則沒有問題。

堪輿學家蕭鎮昇指出，今年財位位於西
北方，本月西北方即元朗、荃灣、屯門一
帶亦是「旺位」，市民可在家裏的西北方
投注。若居於西北方而同時再於家中的西
北面投注，有機會「旺上加旺」。他並預
測今晚攪珠的幸運號碼為 3、6、7，建議市
民可從以上三個數字的組合入手，如 37，
或是含有上述三個數字的號碼，如
「13」、「16」、「27」等。
據馬會數據庫顯示，2002 年 7 月 4 日至
2020年2月1日10個攪出次數最多的號碼，
分別是 49（413 次）、10（409 次）、30
（401次）、22（399次）、24（395次）、
4（389次）、13（387次）、9（387次）、 ■六合彩將於今晚恢復攪珠，不少市民近日前往場外投注站開設投注戶口及入賬，以準備透
33（386次）及1號（385次）。
過電話或網上購買六合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彩票，特別由孫兒陪同到投注站開 有一系列「御用號碼」，每次彩票也是填 示自己有網上投注戶口，對六合彩恢復攪
戶，方便投注。有市民認為，網上 寫有關號碼，無奈六合彩因疫情而停開超 珠感到興奮，但指網上戶口需要經常入錢
或電話投注固然方便，不過對年紀 繼續購買，以免中斷。
誤撞「畀多咗錢」，指出在投注站購買彩
她指出，以往都是到投注站購買彩票， 票較方便。
老邁的長者來說，操作較為複雜，
未必能夠便利他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前往沙田一個
馬會場外投注站觀察。由於昨晚有夜
馬賽事，投注站人流絡繹不絕，少數市民
坐在投注站外「刨馬經」，有市民使用自
助售票機存款到投注賬戶，投注櫃位亦有
不少人排隊。除投注夜馬外，有不少巿民
是特意為今晚攪珠的六合彩而來。
周女士便因要購買六合彩彩票，昨日下
午由孫兒陪同前往投注站開戶。她表示，

香

市民：無攪珠
「好似少咗世藝」
黃先生一直有買六合彩的習慣，直言停
開期間覺得「好似少咗樣世藝」，而他昨
到投注站為賬戶入錢準備投注。他認為網
上投注與現場投注分別不大，不用排隊，
十分方便，因此在應用程式剛推出時已登
記。
他續說，對較年輕的一群，電子投注方
式固然方便，但部分長者不會使用智能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迪士尼樂園一直未用預留
的近 60 公頃填海地發展，有關
用 地 的 20 年 認 購 權 於 今 日 屆
滿，政府昨日宣布考慮到現有
經濟狀況，不會延長該幅土地
的認購權。換言之，樂園未來
不會有原先規劃的第二期發
展。華特迪士尼發言人對港府
不延續第二期用地認購權有效
期的決定表示極度失望。
政府發言人解釋，迪士尼樂園
未來數年應集中發展及擴建現有
的度假區，並非於上述用地進行
擴建，是
「謹慎的做法」
。儘管現
今全球旅遊業不景氣，政府仍會
繼續全力支持樂園正推行的擴建
計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補
充，主題樂園公司的策略性發
展方向，應專注其現正推行的
跨年擴建計劃，推出一系列新
遊樂設施。

特區政府與華特迪士尼公司
成立的主題樂園公司，2000 年
與政府簽訂《認購權契約》，認
購 權 有 效 期 20 年 ， 即 至 2020
年，並可約續期兩次，每次五
年。合營公司期間若認購第二
期用地，地價以 1999 年價格計
算的 28.12 億元作為基礎，因應
通脹調整。
不過，該幅土地已丟空多
年，2018 年有本地籌辦商曾與
荷蘭公司合作，計劃在該幅土
地上發展香港首個花藝文化娛
樂主題公園 Kaleido Park，但計
劃最終告吹。

建臨檢中心 年底投入服務
認購權有效期今日屆滿，對
於政府不延長續期，華特迪士
尼發言人表示極度失望，指樂
園過去 15 年一直堅守承諾，致
力投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
區，推動旅遊業的經濟發展，

港人生活質素見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生活質素研
究中心昨日公布 2019 年「香港
生活質素指數」，發現去年整體
生活質素指數，較對上一年的
104.76 下 降 3.37 點 ， 至 只 有
101.39，不但連續兩年下跌，更
是有關調查以來最低水平，反映
港人生活質素變差。當中經濟範
疇指數的跌幅最大，範疇內的置

業負擔比率指數亦跌至有紀錄以
來最差，反映市民難以負擔樓
價 ， 需 儲 蓄 約 17.46 年 方 可 置
業。
生活質素研究中心今年 1 月下
旬隨機抽樣訪問超過 800 位香港
巿民，結果反映，在「香港生
活質數指數」的五個範疇分類
中，只有環境分類指數上升至
有紀錄以來最高，其餘 4 個分類

■政府宣布
不會延長香
港迪士尼樂
園一直未用
預留的近
60 公 頃 填
海地發展認
購權。
網上圖片
未來會繼續投入資金於現時的
擴建計劃。
多名議員一直倡議該幅土地
用作短期用途，包括興建中轉
屋、組合屋等，以紓緩土地供
應緊張問題，但據政府與迪士
尼簽訂的《迪士尼樂園周邊高
度及用途限制契約》，第二期
土地不能興建房屋、商業設
施、酒店、馬場等設施，建築

物不能高於20米。
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早前提
出於該用地興建臨時檢疫中
心，估計年底前有 2,000 個檢疫
單位投入服務。
有消息則表示，政府有意將
有關土地興建過渡房屋，而該
用地若改作建屋用途，仍要向
城規會申請，並需要有交通及
供水等基礎設施。

包括健康、社會、文化及休
閒、經濟的指數均下跌。

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表
示這反映市民難以負擔樓價，並
指去年實際租金指數有改善，是
因去年下半年經濟情況轉差令租
金回落，預測疫情會影響今年失
業率、實際工資及租金指數。
另外，去年的健康分類指數
亦較 2018 年下跌，當中壓力指
數和生活滿意程度較差。中大
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
教授鍾一諾表示，去年的社會
事件令市民面對很大壓力，但
並非唯一原因影響指數下跌。

不吃不喝儲蓄17年才可置業
當中經濟範疇分類指數的跌
幅最大， 約有一成半，當中置
業負擔比率跌至有紀錄以來最
差，以九龍區一個 400 方呎單位
售價為例，除以本港家庭月入
中位數，不飲不食的話，2002
年需要儲蓄四年多，至今則大
幅提升至需儲蓄約 17.46 年方可
置業。

鄉局倡推三地健康碼互認振經濟

迪園預留地認購權屆滿不獲續期

■新界鄉議局
昨日與特首林
鄭月娥會面，
就下月公布新
一份施政報告
提交建議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新界鄉議局昨日約見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就新一份施政報告提交建議。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會後表示，今年
建議書以「恢復社會秩序，促進經濟民生，保持健康心態，堅持防疫意
識」為主題，就振興經濟、走出困境、善用土地，及籌劃未來四方面提出
多項建議，包括推出健康碼、把握時機發債、重新審視新界發展藍圖、積
極融入大灣區發展大局、對接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及支持明日大嶼盡
快上馬等等。
在明日大嶼方面，劉業強表示，鄉議局建議政府可考慮中長線發債，可
以是港元或人民幣債，令投資者可收取利息的同時，政府又可利用這筆資
金發展該項目，並相信該項目可配合大灣區等發展及帶動大嶼山的發展，
同時把新界西該路線連接市區，令香港有更完善的交通網絡，有利於香港
的中長線發展。
香港深受疫情打擊，與鄰近地區及國家的人流往來幾近停頓，鄉議局建
議，特區政府盡快推行粵港澳健康碼互認，逐步有序地恢復三地連結及日
常往來，並於風險可控制的前提下，與疫情穩定的國家及地區建立「旅遊
氣泡」，開啟有限度旅遊，協助各行業盡快走出困境，以振興經濟。
在
「後疫情時代」
，鄉議局建議政府重新審視新界的發展藍圖，增加土地供
應，如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帶動周邊地區的旅遊業發展，增加土地供應，長
遠而言更有助香港融入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提升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優勢。
同時，鄉議局表示支持政府的明日大嶼計劃盡快上馬。
在振興偏遠鄉村方面，鄉議局建議政府應制訂一套完善的振興新界鄉村
政策，善用偏遠鄉村及其周邊土地，發展公共設施，為提高全港市民生活
質素創造有利條件。局方亦建議，以個別鄉村作試點推行智慧鄉村計劃，
利用創新科技在村內建設互聯網，設立數據平台，從而推動智慧鄉村旅遊
及安老措施。

盼准建多層丁廈解住屋難

另外，針對現時地政總署積壓的丁屋申請逾萬宗，惟丁屋申請審批緩
慢，難以滿足原居民住屋需求，鄉議局建議政府參考內地城中村的發展模
式，適量提高丁屋用地的發展密度，准許興建多層式丁廈，先選擇合適的
鄉村式發展地帶作為試點，如北區靈山鄉村擴展區，透過提高地積比率增
加單位數目，部分給原居民認購，部分則撥作公營房屋或首次置業項目，
增加香港房屋的整體供應，同時滿足原居民及公眾的住屋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