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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都是中西文化荟萃的地
方，在这两座城市随处可见传统与时尚、
东方与西方文化、风俗并行混搭的痕迹。
农历新年将至，不少人都想到港澳感受不
一样的年味。同时，香港和澳门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也已准备就绪，只等
客来。

香港号称“节庆之都”，多年来形成了
不少高品质的新春保留节目。

香港每年春节的“新春国际会演之
夜”今年将再次在尖沙咀上演。9辆由港
澳地区旅游业界机构、企业、公益机构等
赞助制作的花车将于 2 月 5 日大年初一
晚8时由香港文化中心广场出发，开始近
2小时的巡游。花车巡游期间，来自香港
的 12 支表演队伍和来自中国内地、奥地
利、韩国、菲律宾、美国等地的 13 个表演
团体将奉上杂技魔术、舞龙舞狮、花式跳
绳、各式音乐和舞蹈等表演。参演者包括
不少国际知名团体和世界纪录保持者。

延续多年的农历新春烟花会演定于

2 月 6 日农历大年初二晚上 8 时举行，届
时将燃放 23888 枚烟花，历时约 23 分
钟。今年新春烟花会演共分为8幕，每幕
烟花各具特色，分别为《欢乐年年》《猪年
大吉》《成功在望》《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堕入爱河)》《眉飞色舞》《勇攀高峰》

《团团圆圆》及《普天同庆》。为迎接农历
新年，烟花图案将采用一系列具备新春元
素的设计，如象征财源广进的“金元宝”及
好兆头的“8”字。

香港赛马历史悠久，是很多香港市民
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也是很多赴港游客必
去的打卡地。2月7日大年初三是农历新
年赛马日，沙田马场的赛马活动从上午
11:00 持续至下午 6:00。同时，游客还
可以欣赏到舞狮、红星会演、骑师拜年等
活动。

在保留节目之外，香港的节庆活动还
有很多，可传统、可时尚，总会找到你喜欢
的那一款。

新春许愿是极具本土特色的传统节

庆活动，每年吸引众多本地人及来自全球
的游客前往位于新界大埔的林村。游客
可以在许愿树前抛宝牒许愿，或点莲花灯
祈福，尽情感受农历新年的热闹气氛。此
外，在大年初一的“新春国际会演之夜”
后，巡游的花车也会于2月6日至19日在
林村展出。今年的新春许愿活动从2月5
日持续至3月3日，每天上午8:45至下午
6:30在大埔林村许愿广场举行。

春节期间赴港的游客还可以赶上每
晚在中环海滨一带上演的大型灯光音乐
会演“幻彩咏香江”。香港以及来自世界
各地艺术家们的创意光影装置将一一登
场，呈现浪漫美丽的光影表演。另外，早
上 11:00 至晚上 11:00 在中环海滨活动
空间还可以参加欧陆嘉年华娱乐项目，同
家人朋友一起玩刺激的机动游戏及摊位
游戏、欣赏欧陆杂技团带来的精彩表演。

香港农历大年初一至初三（2 月 5 日
至7日）为公众假期，大部分政府部门、银
行及公共服务会暂停;公共交通正常运

营。大部分旅游景点和主题公园照常开
放；主要旅游区的商店及餐厅一般也会照
常营业。露天市场及小商店等则会在年
初一、初二休息，初三开始恢复营业。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
港的农历新年非常热闹。旅发局将联同
旅游业界在客源市场推广香港以新春节
庆为主题的旅游产品，以吸引游客亲身感
受香港浓厚的节日气氛和地道文化。

如果觉得意犹未尽，可以再到澳门
走走看看。澳门今年的农历新年花车巡
游会演分别在 2 月 7 日、10 日举行。第
一场花车会演 7 日举行，沿澳门科学馆
海堤行进，约有 13 部至 15 部造型各异
的花车参演，并且有 1000 多位来自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表演队以及多支澳门本
地表演队参与舞台文艺表演及烟花表
演。主舞台及沿途路线设有座位，市民
及游客可以在现场观赏。第二场会演 2
月10日在北区举行，将有花车巡游及压
轴文艺表演。

感受不一样的年味——

在节庆之都过个“混搭”春节
本报记者 廉 丹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日前，粤港澳青年创业孵
化器项目入驻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广州大学城举行，
众多科创精英和企业家到场推介创新、创业项目。活动
现场，孵化器与超 30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整合大
湾区优质产业资源，助力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记者了解到，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器由广州市番禺
区政府、香港海富国金集团以及力合科创集团共同发起
成立，是专注于服务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的“小谷围国际产业人才大会”上，
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器已正式登场启用，此次活动是对
孵化器启用以来运营成果的集中展示。

据孵化器发起合作单位、海富国金董事局主席陈健
文介绍，依托全国规模最大、青年人才聚集优势得天独厚
的广州大学城，孵化器将聚焦现代服务行业，通过开展产
学研资深度链接，整合大湾区优质产业资源和产业资本，
实现地区产业升级驱动和人力资源价值挖掘。

截至目前，孵化器已经接收到50多个创业团队的入
驻申请，其中 15个创业团队已经通过审核即将入驻，涵
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新媒体、区块链+零售、区块链+
动漫IP、智能服装定制、智能硬件等领域。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知名餐饮企业香港美心集
团日前宣布，将选用 IBM Flash Storage（快闪记忆体）
以支持其长期数据增长，满足日益严谨的业务绩效需求。
该公司成为香港餐饮业首家采用 IBM Flash Storage
实现快闪存储标准化的企业。

美心集团高级信息科技总监马庆和表示，美心集团
将利用数据了解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行为，在数据分
析的基础上，美心集团将更好地提高竞争力、扩大收入来
源并提高顾客满意度。

据介绍，目前美心集团每日处理超过60万笔交易及
数百万条记录，预期未来3年数据将快速增长5倍，不断
增长的交易额和数据存储带来的大量存储问题，对企业
快速作出业务决策构成了严峻挑战。

马庆和说：“经过严谨的挑选后，美心集团确定采用
IBM Flash Storage 作为存储平台，因为它符合集团数
据存储的增长需求，并能提高数据可靠性、简化管理复杂
性。IBM Flash Storage还能为实时决策提供强大的平
台支持。”

2018 年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铁香港
段正式开通，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实现高铁
全联通；10 月 24 日，举世瞩目的超级工
程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粤港澳大
湾区陆上交通闭环形成；2019 年 1 月 21
日起，伴随春运大幕拉开，“一桥一铁”两
大跨境基建项目进一步接驳香港与内地，
让两地距离更近，联系更紧。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春运忙

春节前，香港始发内地多个返乡热门
城市的车票十分抢手。记者发稿前登录
中国12306网站发现，春节期间西九龙站
发往包括厦门、武汉、桂林、贵阳等内地长
途站点的列车班次业已售罄。相较香港、
广东两地分别前往这些热门城市的车票
预订情况，香港始发车票比广东更是“一
票难求”。

“预计节前香港春运客流主要包括返
乡过年的港人、节前赴港购物的内地客，
也有珠三角务工计划‘借道’香港返乡的
外省人等。”有铁路人士分析称，由于广深
港高铁首次春运，加上临时客列主要投放
到广东等春运主干线，因而节前香港始发
内地城市的车票更加紧俏。中国铁路广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春节期间搭乘高
铁往来香港与内地的旅客人数预计将创

新高。
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后，访港旅客

大幅增加。根据最新数据，2018 年前 11
个 月 访 港 旅 客 超 过 5856 万 人 次 ，比
2017 年同期上升约 10%，其中内地访港
游客接近 4600 万人次，比 2017 年同期
上升 14.2%。

历经 8 年建设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开通后，直达内地 44个站点。短短 26公
里铁路线将香港接入了全国高铁网络。
一线开通，多地欢腾。从今年春节开始，
香港与内地居民便能分享更多节日的
欢乐。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客运部主
任陈晓梅说，从广九铁路恢复通车，到广
深城际铁路开通，再到广深港高铁全线运
营，三条铁路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以越
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先进的设备、越来
越舒适的环境，提速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架起了“高
速桥梁”，也为香港和内地旅客的春运出
行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

港珠澳大桥成出行新选择

作为首条连接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的陆路干道，港珠澳大桥把往来珠
海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行车时间由 4 小时

减至 45 分钟，极大地促进了人员和货物
流动。

香港入境事务处最新公布的出入境
人次统计（圣诞节及元旦假期）显示，
2018 年圣诞长假前的周末（12 月 22 日、
23 日），出境香港的旅客总人数达到了
133.14 万人。经港珠澳大桥的出境人数
达到了 9.06 万人。其中，从港珠澳大桥
出境的香港居民为4.12万人。

港珠澳大桥通车及口岸正式启用也
为澳门旅游带来了“大桥效应”。澳门统
计暨普查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港
珠澳大桥通车效应下，2018 年 11 月份
入境旅客同比增加15.3%，达326.6万人
次 。 取 道 陆 路 入 境 的 旅 客 同 比 增 加
47.9%，达231.5万人次，经港珠澳大桥
入境人次为 43.7万。另一方面，经海路
入境的旅客则大幅减少 33.7%至 67.8 万
人次。

这座绵延海上数十公里的世界最长
跨海大桥，因其壮观的外形吸引了大量游
客。春节临近，运行在大桥上被称为“金
巴”的穿梭巴士，为内地与港澳居民节日
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

据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相关人士介绍，
预计经港珠澳大桥从内地赴港旅游、探亲
访友客流将上升，春节放假期间，预计车
流增幅20%左右。

“一桥一铁”为港澳添动力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拉
近了港澳与内地的距离，也为港澳与内地
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出版的《香
港统计月刊》数据显示，自广深港高铁香
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开通后，经“一桥一铁”
出入香港的访港旅客突破了 1000 万人
次。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两
大基建项目建成将推动“一程多站”式旅
游发展，加上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旅游业发展将进
入新阶段。

据尼尔森（香港）最新年度内地旅客
调查显示，2018 年每位访港旅客每次来
港花费 2.1 万港元，比 2017 年上升 3%。
尼尔森（香港）董事总经理李国基预计，未
来内地访港旅客人数将持续增长，这将为
零售业等相关行业带来发展新契机。

“一桥一铁”的启用，对香港融入国家
发展、香港未来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民生意
义重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不同场合指出，跨境基建有助形成粤港澳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格局，为大湾区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吸引海内外人
才提供最佳条件。

“一桥一铁”让港澳与内地走得更近
本报记者 朱 琳

对中国人而言，美食早

已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

种文化象征。例如，除夕团

圆饭、中秋月饼等，都积淀着

浓厚的文化韵味。同样，美

食也是香港和澳门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春

节美食中更是体现得淋漓

尽致。

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会

地，在香港过年，既能品尝传

统美味，也能选择中西混搭

的创意美馔，度过一个充满

异国风情的除夕夜。对香港

人而言，除夕的团圆饭，不仅

代表阖家团圆，还祈求一家

老小平安。因此，讲“意头”

是每家每户过年美食的标

配，随意不得。

要想来年生活“美美满

满”、生意赚到“盆满钵满”，

还要家人“团团圆圆”“十全

十美”，要讨尽这些好彩头，

年夜饭一定少不了香港的传

统节日菜式——盆菜。有关

盆菜的来历，相传最早源自

宋朝，是以盆状容器盛装烹

煮而成的总汇菜色，内以各

色食材层层堆放炖煮，以象

征阖家团圆、满堂吉庆的寓

意。吃盆菜还有个有趣的习

惯，就是一定不能客气。在阖家团聚的年夜饭桌上，大家

放开拘束，可以颠来倒去，也可以翻来搅去，不光是为了

吃，更是为了来年齐心协力，时来运转。

另一道不可不尝的传统菜式是发菜蚝豉。发菜取谐

音“发财”之意，蚝豉则有好市、豪市的寓意。把发菜、蚝

豉、鲍鱼、花胶、瑶柱和猪手一起炖，就是一盆传统过年菜

“发菜蚝豉”了。在菜里加入猪手，一方面是取其肉香，另

一方面也是借意“横财就手”，期望来年开市大吉，财源

滚滚。

除了这两道大菜外，象征“团圆”的汤圆和象征“步步

高升”的各色年糕也都是年夜饭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贺岁

美食。饭后，大家还会围在一起剥橘子或橙子，代表和家

人一起共享吉利。如果你是到别人家做客同吃年夜饭，

主人就会抓上一把瓜子给客人，寓意在新的一年给客人

增福添财。

此外，港式年味不仅有“讲意头”的传统，也有新潮元

素。从高端的米其林餐厅星级料理，正统的日本怀石料

理，怀旧茶楼的一盅两件，到平民排档的粥粉面饭，时时

都让味蕾感到惊喜。

澳门也是一个融合中外、荟萃世界美食的地方。

2017年 11月份，澳门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创

意城市美食之都”。在澳门，真正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八开

始的。“二十八”在粤语中谐音“易发”，商家老板大都在这

晚请员工吃“团年饭”以示财运亨通、吉祥如意。与家里

人一起吃的“团年饭”则是在年三十除夕之夜。为了这顿

“团年饭”，澳门人往往要提前很多天去采购年糕、发菜、

生菜、鲤鱼、瑶柱、干鱼、腊肠等食材，以及糖莲藕、糖冬瓜

等零食。其中，年糕、发菜的“年高”“发财”寓意，也都映

衬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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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器项目启动

港美心集团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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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月9日，演员在戏曲中心的茶馆剧场表演。 （新华社发）
图② 1月17日，“国际灯光艺术展”在香港举行传媒预展，以“爱与浪漫”为主题的展览现

场温馨迷人。图为游客在灯光艺术品中穿行。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图③ 1月23日，澳门特区旅游局公布，2018年澳门入境旅客超过3580万人次，同比上升

9.8％，创历史新高。图为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 唐自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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