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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特区政府署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萧伟
强发文表示，香港人口正急速老龄化：2015年，65岁
或以上的老年人约为112万，占香港人口15%。预计到
2041年，老年人将增加至249万，占香港人口30%。安
老服务需求带来的压力日渐沉重。

面对老龄化压力，香港特区政府以“居家安老为
本，院舍照顾为后援”为目标，与社会各界一同谋划
推出各种举措，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受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委托，香港安老事务委员会
（安委会） 在 2016年10月拟定了《安老服务计划方案》
的四大策略方针以及20项初步建议；此后的3个多月时
间里，该团队走遍香港18区，举办21场公众论坛，与上
千位出席者共同为香港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 出谋划
策。

资金支持

“我奶奶快 80 岁了，她每个月有 2500 元 （港币，
下同） 左右的生果金 （高龄长者津贴），每年2000元的
医疗券可以用在医院和私家诊所看病上。另外，她也
可以花2元钱任意乘坐地铁和巴士。”当记者问及香港
在安老方面为老人提供了哪些资助时，正在上大三的
思琪这样说道。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由于他们已经离开工作
岗位，同时也面临着年老体衰的问题，因而用钱解决
生活及医疗就诊问题便显得极为迫切。特区政府在安
老的资金投入上做出安排。比如年满 70岁的老人即可
无条件领取生果金，特别清苦、资产和收入低于一定
水平的老人还可以拿到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萧伟强表
示，过去4年，政府用于长者的经常性开支 （包括安老

服务、医疗及社会保障） 已由 421 亿元增至 658 亿元，
增幅达56%。近年来，特区政府用于长者福利的各项公
共开支已经占香港经常性总开支约20%；推出的长者生
活津贴已惠及约43万名长者，占长者人口约40%。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所作的 2017
年《施政报告》，今年特区政府将投入资金推进“长者
小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为身体机能有中度或严重
缺损的长者发放 3000张服务券；继续增加资助安老床
位，并于今年第一季起推行“长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
券试验计划”，以“钱跟人走”的模式，为长者提供院
舍住宿选择；增加疗养照顾补助金及照顾认知障碍症
患者补助金的拨款等等。

提升服务

除了为老人们的生活和就医提供资金支持，完善
服务也是特区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在安委会拟定的

《安老服务计划方案》中，确保知情选择及为长者适时
提供服务位列四大策略方针之中。

举例而言，在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特区政
府正推进“长者中心设施改善计划”“老有所为活动计
划”，完善长者活动中心的设施及服务，让老年人有机
会参与读书看报、看电视、下棋等活动。来自香港的
大学生淑雯告诉记者，她的爷爷在所住的社区就可以
经常听听粤剧，有时候参加一下歌唱比赛、椅子舞联
谊等活动，每天都过得比较充实。

此外，香港的公屋政策规定，从 58岁开始，香港
的老年人可以开始申请公屋，60岁开始按排队先后租
住公屋。同时，特区政府还推出“高龄单身人士优先
配屋计划”“共享颐年优先配屋计划”，为高龄老人优

先配屋。对于需要在安老院居住的老人，特区政府通
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
计划”，增加安老院的宿舍和床位。

老人的护理和活动安排总是离不开护工们的参
与。为了让安老服务做得更有品质，香港在护工培
训、招募方面也颇为严格，比如“青年护理服务启航
计划”就是为有志在社会福利界发展的青年安排培
训，政府资助他们就读两年制兼读课程，让他们边学
边做，并有机会获得相应资格证书。

异地养老

香港地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大，尽管特区政府
一直在努力提供更好的安老服务，但仍存在局限性。
因此，特区政府开展安老方面的“广东计划”“福建计
划”，有序地推进异地养老，梁振英在2017年的《施政
报告》 提到，特区政府将延续“广东养老院住宿照顾

服务试验计划”（简称“广东计划”） 3年，让轮候等
安老床位的长者，选择入住由香港非政府机构在深圳
和肇庆开办的两间安老院，并在移居手续上提供便利。

根据该计划，在广东两家安老院入住的老人不必
缴纳食宿费用、护理服务及个人照顾费用以及基本医
疗费用，住宿安排为4人间，每天有4顿餐食，每周安
排两次康复治疗运动。

香港 《文汇报》 引述香港工联会广州中心主任邵
建波的话表示，“广东计划”实施后，仅广州、佛山两市
因经济困难需返港安置的香港高龄长者，从每年约30人
减少到2015年的 7人，在减轻香港年长者内地养老负担
方面成效显著，未来将继续争取扩大医疗券内地的使用
范围，致力解决在内地定居的香港老年人的实际问题。

香港 2017 年 《施政报告》 还提出推动“福建计
划”，向选择移居福建省养老的长者发放“高龄津贴”。据
了解，福建是继广东后有最多香港人前往并拥有固定居
所的地方，预计将有近6000名香港长者参与这个计划。

居家安老为本 院舍照顾为援

香港创新模式应对老龄化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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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心公园的老人。 洪少葵摄香港街心公园的老人。 洪少葵摄

象征着合家团圆的元宵佳节为2017年的春节
画上了句号。而正月十六这一天，位于香港新界
大埔头村的敬罗家塾却热闹无比，人们依然沉浸
在团圆和喜庆的气氛中。当地居民准备了一场盛
大而隆重的盆菜宴席，广宴亲朋，硬是把这“年
味儿”留住了。

正月十六下午，大埔头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都
已搭起桌子，铺上桌布，摆好凳子及碗筷。在一
个祠堂门口的空地上，几个大师傅正拿着加长版
的菜铲不停地搅动着满满一大锅食材。其中一位
邓姓师傅擦了擦头上的汗，指了指旁边正在忙的
村民们对我说：“我们都是一大早就起来洗菜、生
火、准备食材。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都干得很
开心、很起劲。”

盆菜作为香港新界本地人的传统食物，已有
数百年的历史，因以木盆作为盛菜器皿而得名，
其用料丰富多样，主要包括牛、猪、羊、鸡、鱼
虾、香菇、鱼丸等，配料则是鳝鱼干、笋虾干、
鱿鱼、猪皮、腐竹、萝卜等。

这些食材由厨艺高超的师傅烹煮后，按照一
定顺序一层一层由下至上叠放进大盆中，最下层
通常会放猪皮、萝卜、腐竹等容易吸收肴汁的材
料，中间则会放置焖烂的猪肉，而上面几层会放
鸡、鸭、鱼肉、大虾等。

盆菜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但都与南宋君臣
逃难至香港及华南一带有关。其中一种说法为：

南宋末年，宋帝赵昺同陆秀夫、张
世杰等人南逃躲避元朝军队；当他
们路经东莞乌纱以及香港新界锦田
一带的围村时，受到村民盛情款
待，但仓猝之间村民找不到足够的
器皿盛载食物，于是就地取材用木
盆装菜肴，围盆而食。盆菜由此而
诞生。

在大埔头村，当晚前来吃盆菜
的 村 民 及 亲 朋 好 友 多 达 1000 余
人，每份盆菜的成本高达 800 至
1000港元。听村中辈分较大的邓兴
华老人介绍，每年元宵节，除了猜
灯谜、赏花灯之外，当地村民还有“点灯”的习
俗。因取“丁”的谐音，“点灯”有“添丁”之
意。“点灯”仪式过后，添丁者会于元宵节当晚或
第二日晚以盆菜广宴族人。这 100 多席盆菜宴正
是亲朋好友聚集起来，为过去一年的添丁者送去
祝福的。

当晚六点半左右，热气腾腾的盆菜端上了餐
桌。村民与到访嘉宾一席席围坐，谈笑风生，品
尝美味。

被当地村民邀请前来享用盆菜的林先生说：
“可别小看这盆菜，它的寓意可大着呢！”吃盆菜
时需要大家围坐在一起，象征着合家团圆，吉庆
满堂；又因为盆菜用料丰富，热气腾腾，预示着

来年生活十全十美，丰衣足食；再加上盆菜满满
一盘的形态，意思是让食者赚到“盆满钵满”，子
孙后代繁荣兴旺。

香港人讲究好意头，通常盆菜中的食材也都
有各自的吉祥寓意。例如，花菜取自粤语谐音

“发财”，腐竹 （广东人称“枝竹”） 代表“知足
常乐”，萝卜象征“好彩头”，鱼球寓意“财源滚
滚”，鲮鱼则表示“年年有余”。

当晚吃饱喝足后，大家纷纷讨论起吃盆菜的
感受。单从大家心满意足的表情上就看得出，这
顿盆菜宴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新一年
带来了美好的祝福。

（据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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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蝶恋花旅行社赏樱团 2月 13日翻车，造成 33人
死亡、11人受伤。这起严重伤亡事故令台湾社会伤痛、震
惊，事故成为讨论热词。有媒体指出，游览车管理问题层
出不穷，管理部门提出的对策永远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治
标都谈不上。这次可勒令出事的旅行社停业，但制度性、
系统性风险问题不解决，等风头过了，大家淡忘了，下一
次事故再发生，这种状况无限循环……

台湾媒体披露了近10年台湾发生的严重公路事故：
2006年 12月 3日，一辆游览车在台南市楠西梅岭路段

翻车，车上22人死亡、24人轻重伤；
2007年6月24日，一辆载着36名旅客的游览车，从阳

明山下山途经仰德大道与永公路口时煞车失灵，先擦撞前
方轿车，接着冲出悬崖，翻覆摔落至100米深的山谷，多数
乘客被抛出车外，连同轿车内乘客2人共造成8死25伤；

2010年10月21日，宜兰县苏澳与南澳降下豪雨，苏花
公路112公里到116公里路段大量土石崩塌，创意旅行社游
览车载着21名来自广东珠海旅行团成员，疑遭落石击中坠
海，车上26人失踪；

2012年 12月 9日，一辆载着新北市泰山小学校友、眷
属的巴士，在新竹尖石乡突然熄火并翻落距路面约150米深
处，造成13死、10伤；

2016年7月19日，巨龙旅行社接待的大陆辽宁省24名
陆客，在前往桃园机场搭机时，游览车在台湾2号高速公路
上因司机纵火，造成包括司机及导游在内的26人罹难。

此外，2008年以来，大陆游客在台共遭遇12起重大交
通事故，至少83人死亡、159人受伤。这12起事故，除1起
是阿里山小火车翻覆、1起是复兴航空航班坠落基隆河外，
其余10起都和游览车有关。 （陈晓星）

2016年 7月 19日，一大陆旅行团乘坐的游览车在台湾
桃园发生严重车祸和火灾，造成26人罹难，其中包括24名
大陆游客。图为遇难者家属在亲人遗像前哀悼。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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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热词

近年来，台湾出现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认自己
是“中国人”的现象，且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
势。对此，当局、媒体、学者都“失语”以对。近
日，《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人”和“中
国人”成为二择一的对立符号，从历史文化、两岸
关系或台湾发展的角度而言，这都是非常不应该，
也非常危险的。社论摘发如下：

早期台湾社会的主流认同，从来清楚无半分模糊，被
问及自己是什么人时，大半会毫不犹豫回答“我是中国
人”，也有人回答“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时的流
行歌曲有一首就是《我是中国人》，传唱一时。

自李登辉第二任期开始，“中国人”3 个字开始被污
名化，如今已成为几近“不可说”的弱势认同。不可讳
言，“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弱化，和“独”的力量增长
有极大的关系，这中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滴水穿石”的
演变，台湾的认同观渐渐主客易位，“天然独”高唱入
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认同抬头，连许多蓝营政治人
物都渐渐不敢说或避说自己是“中国人”。

如果早年鼓吹“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的“独”派，
在“我是中国人”的年代有龟兔赛跑中乌龟的耐心，那么
此刻希望恢复“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认同，也要有耐
心。

先要让台湾人找回做“中国人”的光荣感。就经济和
发展机遇而言，中国崛起已是进行式，阻碍仍在，但气旋
持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软资产。中国悠远的历
史，构筑了深厚、丰富的文化，这是中华的骄傲。台湾的
主要族群，祖辈均从大陆跨黑水沟而来，同文同种，应以
一家亲的心情，分享中国文化的深厚与光荣。

两岸间，没有任何比一家亲、同民族更巩固的和平
基础。台湾人找回中国人的光荣感与认同感，也是找回两
岸和平的根本之法。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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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机场捷运 2 月 16 日
开放免费试乘，民众事先领
取号码牌就能搭乘。据台湾
媒体报道，第一批号码牌从
16 日 早 上 7 时 40 分 开 始 发
放，因为人多队长，而抽号
机不够，不少人排了1个多小
时才拿到号码牌，抱怨“等太
久”“太没效率”，甚至有人开

骂。一位等着乘飞机的乘客虽然拿到了号码
牌，但她认为这种领号码牌的速度有可能
误机，表示还是考虑搭大巴到机场。

有网友将试乘机场捷运的人潮照放上
网 （见左上图），没想到引发另一番讨
论。有人批评“台湾人只要看到免费就一
窝蜂”。有网友称贪小便宜图免费，还要

人家质量棒棒、速度快快，“原是自己没
品”。“有人逼你去排队搭免费的吗？”“省
这笔小钱结果飞机飞了，不划算吧？”“刚
就看到有人称赶时间就气到飙骂，赶时间
叫出租车啊，还试乘干嘛？”“还没有营
运，就是试乘，你和人家说你赶飞机很
急？”“都事先告诉你会抽号码牌了，赶飞
机还去凑热闹？”“免费的还嫌？素质够
低。”“台湾人真的是没事做……”“台湾
人的特色，喜欢排队。”“谁说台湾缺乏劳
动力的？一堆闲人。”

桃园机场捷运通车是台湾开年来的一件
大事，包括蔡英文在内的政治人物春节期间
都去试乘。但有专家网络发文批评：机场捷
运一建就是20年，期间换了13个“交通部
长”，如今才通车，“有什么好高兴的？”

台湾网友说“免费”
邰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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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寒潮笼罩台湾，台湾中北部清晨连续多日出现10摄氏度以
下低温，若再加上风力及湿度因素，人体体感温度低至 2至 3摄氏度，
沿海与空旷地区体感温度甚至在零度以下。全台各地共有9个气温观测
站录得去年入冬以来最低温。气温骤降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以至酿成悲
剧，连日来已有 150多人因天冷导致猝死，死者大部分在 50岁以上。

台湾医学专家表示，因天气寒冷诱发身体疾病的患者送医时间以清
晨 5 时到上午 8 时和下午 5 时到晚间 10 时最多，显见清晨、入夜温差
大，最容易对身体产生影响。低温猝死患者中，50 岁以上通常罹患

“三高”慢性疾病，体温调节能力低；40岁以下者则通常与先天性疾病
或重度酒瘾有关。 （虹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