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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圳醫院外科顧問醫生樊敬文與香港西北區扶輪社會長港大深圳醫院外科顧問醫生樊敬文與香港西北區扶輪社會長
馮國輝出席馮國輝出席「「深圳微笑公益項目深圳微笑公益項目」」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微笑公益項目曾在雲南微笑公益項目曾在雲南
舉行舉行。。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老寶貝視羅萍如親老寶貝視羅萍如親
人人。。 記者盧麗寬記者盧麗寬攝攝

■■女警在匯報表演前一刻還在向女警在匯報表演前一刻還在向
教官討教技術動作教官討教技術動作。。 記者張帆攝記者張帆攝

羅萍是從福建龍岩連城縣走出的「道
道地地的客家人」，從事老人護理

院的運作，則是她的老本行，早於1983
年，她就在香港開始辦理護理院。古稀
之年擔任香港連城同鄉會會長，除了主
持香港福恩敬老院有限公司的日常工作
外，她還把很大的精力花在龍岩市同心
圓養老院的運作上。
2013年，在龍岩當地政府的熱情邀請

下，羅萍同另一位港籍人士陳伯安一
起，將建築面積6.2萬平方米的原龍岩市
福利中心養老院，以「公建民營」的方
式，打造成龍岩市同心圓（香港）護理
院，內設床位400個，主要接納需要醫養
結合、護理為主的老人。

讓老人在專業環境安享晚年
羅萍的故鄉龍岩是客家祖地，客家人

「精誠團結、互相幫助和孝順父母」的
優良傳統，便源於此地。龍岩同內地許
多地方一樣，更多老人還是習慣於居家
養老，「在香港，老人們在護理院安享
晚年是很正常的事，在內地，老人更享
受居家式的兒孫繞膝。」羅萍更期待老
人在護理院能度過幸福的晚年，「養老
理念不僅需要內地老人自身調整，其子
女與社會的觀念都還亟待加強，老人需
要在一個更專業的環境度過晚年」。

建言安老院與醫院資源整合
2013年，羅萍在同心圓

養老院運作之初，就把她
在香港運作護理院的模式
帶過來。經過一年多的努
力，同心圓護理院入住老
人數量已由最初的40人發
展到了200多人。

「雖然平日養老院有醫護人員照
料，但是一些常見的慢性病，常常還
得往醫院跑，舟車勞頓，幾趟下來，
受累夠嗆。」這些天，讓羅萍特別高

興的是，「龍岩市第一醫院將根據需
要，定期安排不同科室的醫生前往養老
院問診看病。」
今年4月1日，同心圓（香港）護理院
與龍岩市第一醫院合作開設 「市第一醫
院駐同心圓便民醫療點」正式揭牌啟
用。羅萍告訴記者，醫養結合在香港叫
做醫生診所，香港早在20多年前就已有
了。「便民醫療點」入駐以後，養老院
裡的醫護人員將提前為這些老人量好各
項指標，建好檔案，並根據需要，向第
一醫院申請相關科室的醫生，醫生給老
人看完病後，統一配藥到養老院。養老
院實行藥物監管，將所有的藥統一保
管，統一發放。
「醫養結合大大方便了院裡的老人，讓

老人生命更有保障，住得安心又放心，為
老人生命增加了動力。」作為政協委員的
羅萍也在政協會議上數度建言，護理院與

當地醫院的資源整合，
需要政府完善
相關養老扶持
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保定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5月19日在中南海會見香港特
別行政區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孟建柱指出，內地公安機關
與香港警方在打擊跨境犯罪、人員培訓等方面進行了廣泛
的交流與合作，希望兩地警方健全和完善交流合作機制。
河北省警察學院警訓部副主任王二利對本報表示，早在去
年8月，香港警務處組織精英教官團赴冀送教，提升實戰
水平。

受訓教官盛讚港警專業
河北警方近期組織各級公安機關集中開展了「警務實戰

春季整訓」活動，為檢驗成果，本月20日至23日以比武考
驗實戰水平。
被譽為河北警方實戰「總教頭」的王二利表示，香港警

務處組織精英教官團赴冀送教，對河北的實戰訓練起了一
個很大的促進。在今年4月舉行的全國公安機關第二屆警
務實戰教官技能比武大賽中，河北獲得團體第二名，而在
第一屆，河北警方的成績是第十二名。
王二利表示，這些年個人三次參加過香港警務處的教官

培訓，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警方教官的敬業、專業、嚴謹
和做人做事以誠相待。再看技術層面，香港警方的觀點是
簡單、實用、有效、合理，對於警員來說，非常容易接
受。通過對香港警方執法中的「防身三寶」（戒備、距
離、嚴謹）的學習，這些年，內地警方結合自身的執法環
境總結，加了「位置」、「互相溝通」，組成了五要素。

盼兩地一線警員增交流
對於香港與內地執法環境的不同，他舉了一個例子，對

於突然出現的持刀歹徒，內地警察可能不管有沒有制服能
力，就會衝上去奪刀，徒手、或者用有限的警務裝備進行
對抗；而香港的理念是一旦打不過，立即改變策略找掩
體，拔槍進行對抗，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一時的後退，
不是不作為。
他同時指出，目前河北與香港進行交流還是在教官這個

層面，希望以後能在包括一線警員等方面與港警進行更廣
泛的交流合作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唇顎裂
俗稱「兔唇」，是一種先天性發育缺陷，在新生兒
中的發病率約為六百分之一。隨着六一兒童節臨
近，一項名為「微笑公益項目」的活動將為這類兒
童患者帶來一份大禮。針對唇顎裂兒童的「深圳微
笑公益項目」20日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啟動，面向
全國招募有需要「兔唇」患兒到醫院進行免費的手
術和配套治療。

5月30日截止報名
報名截止日期為5月30日，計劃在6月5日進行
患兒篩選，6月上旬完成手術。每位入選的患兒還
將獲得200元的交通、食宿補助。
香港西北區扶輪社會長馮國輝表示，以往扶輪社
資助的唇顎裂公益活動多在邊遠地區，此次選擇在
深圳，是希望利用港大深圳醫院優質的醫療資源和
國際化的醫療規範為患者提供高水平、安全的治

療，如果報名踴躍，扶輪社將加大支持，並考
慮與港大深圳醫院繼續開展多輪活動，盡力幫
助有需要的患者。
「深圳微笑公益項目」由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杭
州微笑天使公益服務中心、香港西北區扶輪社、騰
訊公益基金聯合
舉辦，其中香
港西北區扶輪
社和騰訊公益
基金會提供資
金支持。6月 6
日將在港大深
圳醫院舉行開
幕儀式，屆時
微笑公益項目
大使郭晶晶或
將親臨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建麗、實習記者圖
們內蒙古報道）呼和浩特市夏季大型招聘會日
前在內蒙古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共有268家用

人單位招賢納士，提供5,526個就業崗位，其
中不乏欲開闢內蒙古市場的港企。香港通用積
分商務公司在招聘會上提供了30個就業單位，
負責內蒙古的市場推廣。
「目前，我們招收30人負責內蒙古的市場推

廣，我們的待遇是責任底薪4,000+績效+獎
金，要求工作人員每月完成100個商家的業務
洽談。」該公司工作人員說。
香港通用積分商務公司是香港贏客集團旗下

O2O積分聯盟項目的運營商，目前與全球500
多家著名品牌的供應商以及中國500多家知名
電商企業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
該公司呼和浩特運營中心經理聶建龍說：

「消費者在我們的商家店裡消費，商家會按
1：1的比例贈送積分，會員通過財富聯盟，購
買海量商品時，通過積分與財富幣兌換，可直
接折扣3%至5%。內蒙古境內分為五大區域，
每個區域預計發展1萬多家合作商。目前，我
們洽談了9家合作商，今後將發展5萬多家的
合作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麗寬福建龍岩報道）中午
12點多鐘，記者採訪接近尾聲，和羅萍走到一樓
時，一位正和家屬坐着聊天的85歲的老太太看見了
羅院長，顫悠悠地站了起來，激動說：「羅院長，
你回來了，我好想你，」說着眼淚流了出來。
原來，羅萍前一晚剛從香港回來，她的「老寶
貝」們已有20多天沒見到她了。這是羅萍最幸福
的時刻：現在，院裡的老人都把她當最親的人，
有時她去查房時，這些老寶貝們就會拿出子女們
帶來的水果、零食叫她吃，有時還出現不吃就不
讓她走的情形。
「在養老院，品嚐到了一般人無法品嚐的味

道，體會到了老人就是小孩需要更多的關心和愛
護。」羅萍說，無論老人在哪裡安享晚年，晚輩
都應尊老愛老，這是我們的傳統美德，「美德的
傳揚高於其他」。
這些年，羅萍通過政協提案發聲，提案大多圍
繞養老、尊老、愛老等話題，不離「老本行」。
到各地考察，也在比對當地養老產業的發展狀況
與優勢所在，「通過對比才能讓自己進步」。
走得多了，羅萍提案主題也悄然改變。今年，羅

萍向龍岩政協大會提交了《加強下
一代敬老教育，弘揚中華民族傳統

文化中的愛老傳統》的提
案，從過去單一的養老建
議，提升到現在的「培養
愛老敬老思想」的層面。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劉秀鸞、記者路艷寧貴
陽報道）乘坐貴廣高鐵首趟香港旅遊專列的550餘
名遊客5月22日準點到達貴陽北站，踏上「多彩
貴州」體驗之旅。這是貴廣高鐵開通以來到貴州
的首趟香港旅遊專列，也是今年以來規模最大的
貴州入境團。
此次香港旅遊專列首發團在貴州的行程為4天，

帶團的香港大航假期有限公司經理梁麗玲告訴記
者，剛開始推出貴廣高鐵專列旅遊團時只計劃組
織400餘人，但僅兩個多月就有550人報名，真是
出乎意料。她相信首發團遊客的實地體驗和口碑
宣傳，將帶動更多香港遊客到貴州旅遊。
貴廣高鐵的開通對貴州旅遊和經濟社會的快速
發展起到了突出的帶動作用，特別對香港、澳
門、台灣遊客極具吸引力。貴州各地旅行社、旅
遊景區、賓館飯店等接待單位，在提高服務質量
的前提下，聯手對港澳台遊客推出了門票、住宿
和綜合消費等一系列價格優惠。

推醫療結合養老新模式 公院醫生駐診統一配藥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盧麗寬盧麗寬 龍岩報道龍岩報道））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愛老傳統需要我們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愛老傳統需要我們一

起弘揚起弘揚。」。」現年現年6868歲的羅萍是福建省龍岩市歲的羅萍是福建省龍岩市

港籍政協委員裡的港籍政協委員裡的「「老大姐老大姐」，」，連任了兩屆政連任了兩屆政

協委員協委員。。旅居香港旅居香港3535年的她年的她

看到家鄉相當一看到家鄉相當一

部分老人的養老部分老人的養老

現狀後現狀後，，決意把決意把

本行本行——安老院安老院

帶 回 鄉帶 回 鄉 。。 兩 年兩 年

間間，，她努力引進她努力引進

香港醫療結合養老的香港醫療結合養老的

安老院運作模式安老院運作模式，，與政府與政府

醫院合作醫院合作，，派駐醫生統一派駐醫生統一

配藥配藥，，務求讓老人度過幸務求讓老人度過幸

福晚年福晚年。。

政協委員返鄉引進港式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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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萍將香港羅萍將香港
養老院管理模養老院管理模
式搬到內地式搬到內地。。
記者盧麗寬記者盧麗寬攝攝

■■羅萍與老人及家屬在羅萍與老人及家屬在
一起一起。。 記者盧麗寬記者盧麗寬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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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院六一送暖

貴廣高鐵 港企招賢納士 拓內蒙古市場

■工作人員向有意應徵學生解答問題。
本報內蒙古傳真

香港專列開通

免費治療兔唇兒童免費治療兔唇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