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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大橋地盤 了解建設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澳門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
澳門繼續視察及參觀活動，其中一站是澳
門婦聯樂滿家庭服務中心，在了解民生需
要的同時，委員長讚賞婦聯為婦女及社會
提供的服務，更即席與婦女合唱團高歌
《歌唱祖國》。
張德江一行昨日在服務中心逗留了20分

鐘。據澳門新聞局發佈的新聞稿及片段，
張德江先聽取婦聯會長賀定一簡述澳門婦
女各方面的概況，及介紹該會的宗旨和服
務性質、樂滿家庭服務中心的情況和服務
項目等。賀定一表示，幾代的婦聯人都為
澳門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他們其後到多功能室參觀太極班的上課

情形，又到禮堂觀看合唱團排練，張德江
跟着合唱團的歌聲打拍子以作鼓勵，然後
更即場與合唱團高歌《歌唱祖國》，唱畢
掌聲雷動，最後張德江向中心致送了一套
音響設備及一台投影機。

婦聯：委員長重視婦女社區
在委員長視察後，賀定一指，張德江的

到訪不只是對婦聯的支持，更是對澳門的
婦女事業及社區事務的關心及重視。

服務中心主任陸珍妮表示，張德江主要
了解澳門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情況，對各
項服務都感到興趣，又指婦聯的服務涵蓋0
歲至100歲，希望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而
張德江對此十分讚賞。

導師大讚歌喉非常好
合唱團導師史女士就大讚張德江的歌喉

非常好，「我在旁邊聽，覺得他很有激
情，我們唱《歌唱祖國》這首歌時，是要

滿懷激情去唱的。」
據介紹，婦聯樂滿家庭服務中心針對不
同的家庭周期的家庭需要，強調親職責
任、夫妻關係和家庭成員間關係的重要
性，強化家庭功能，來協助服務使用者達
至家庭和諧幸福的目標。
中心認為，家人間若能建立親密互信、

互相尊重的關係，當遇到生活壓力或挫折
時，家庭本身就有能力去應付及面對生活
上的許多問題及挑戰。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澳門

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昨日下午前往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
視察，分別到「匯藝廊」觀賞有關澳
門土生葡人的照片及展品，及後到
「葡韻生活館」參觀。澳門文化局局
長梁曉鳴及土生葡人社群代表、立法
會議員歐安利向張德江講解澳門土生
葡人的歷史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及
生活擺設等。

崔世安土生葡人陪同介紹
張德江昨日下午到葡韻住宅式博物
館後，先到「匯藝廊」觀賞有關澳門
土生葡人的照片及展品，隨後到「葡

韻生活館」參觀。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陪同參觀，梁曉鳴及歐安利向
張德江介紹澳門土生葡人的歷史文
化、語言、生活方式及生活設施等。
據了解，張德江全程逗留約18分鐘。
歐安利其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他向張委員長介紹了土生葡人的歷史
文化，及現在在澳門「一國兩制」下
的生活，又指張德江對舊照片和中西
合璧的文物感興趣。
他又引述委員長指，土生葡人同屬

澳門的一分子，基本法保障土生葡人
社群和歷史，反映委員長是次參觀博
物館，是為了表達對土生葡人的心
意。

訪婦聯觀民生 激情《歌唱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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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
國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的「粵

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一環。
張德江昨日特地視察了港珠澳大橋。據
澳門新聞局的新聞稿指，張德江下午前往
賽車大樓，聽取相關部門就港珠澳大橋建
設情況的介紹，澳門特首崔世安、保安司
司長黃少澤、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警
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及海關關長黃有力等陪
同。

聽建設辦介紹不時提問
委員長一行首先在室內觀看片段，了解
澳門口岸的建設進度、建成以後的模擬實境
及人工島和連接通道建設等情況，之後更登
上賽車大樓控制塔天台。張德江在建設發展
辦公室主任周惠民介紹下，眺望大橋建設，
更就相關情況不時提問。
新聞局的片段更顯示，張德江與崔世安
一同拿着望遠鏡，眺望即將完工的地盤。
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
一環，通車後珠江三角洲將可形成一小時生
活圈。本月2日，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實現
全線合龍，最後一節、長12米的接頭沉管
在海底成功着床。
大橋的香港接線原計劃於上月底全線貫
通，但其間遇上技術問題。香港路政署於本

月2日指，技術問題於香港接線觀景山隧道
工程中出現，已於上月底找出成因並制定解
決方案，正進行香港接線全線貫通前最後一
步工序。
該署指，為免影響機場快線運作，該署
採用嶄新的技術建造該段隧道，先建造隧道
管道的組件，然後挖掘部分管道，最後以千
斤頂將每節預製組件逐一推進，穿越機場快
線下方，但早前用以推進預製組件穿越機場
快線下方的千斤頂和裝置系統，在距離全線
貫通只差數米時遇上機械故障，無法運作，
但相關機械配件已由外地空運到港，承建商
正進行千斤頂和鋼索替換裝配工作，待工作
完成後，便可恢復最後一步工序，推進往珠
海和澳門方向的最後一件隧道預製組件，預
料本月內完成。

路署重申可望年底完工
路政署表示，連同去年12月已經貫通的

香港方向管道，屆時香港接線就會全面貫
通，重申按目前進度，大橋香港段工程可望
於今年年底完成並具備通車條件。
香港特首梁振英此前率團考察大灣區，

就特別提到港珠澳大橋明年通車後，將縮短
區內各城市來往香港的交通時間，減低運輸
成本，「雙方關係更密切，也帶來新的合作
機會。」

張德江觀片段聽介紹 關心大灣區重要基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澳門報道）正在澳門視察的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到格蘭披治賽車大樓，了解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情

況，聽取澳門特區政府的介紹，更眺望即將完工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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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在與澳門社會各界人
士舉行座談時指出，澳門的成功經驗，在於堅持「一國」
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具體來說有四點經驗：包括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切實落實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特區行政主導體制；務實進取，集中精力積極
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和愛國
愛澳主流價值。這四點經驗，既是對澳門取得的成績的高
度肯定，更是對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歷程的科學總
結，揭示了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科學規
律。這些成功經驗及規律，對香港具有深刻啟示，值得廣
大港人深入思考和認真借鑒，並在今後的發展道路上，更
好地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的科學涵義，糾正以往實踐
過程中的偏差，讓落實「一國兩制」之路走得更順暢。

張德江委員長昨天繼續在澳門的視察行程，其中一項
重要活動，就是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舉行座談。張德江指
出，澳門回歸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功，歸結到一條，就是堅
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這是一個精闢的概
括。事實上，澳門這些年來始終堅持「一國」原則，把
「一國」作為處理澳門事務的大前提和基礎；同時，善用
「兩制」優勢，把「兩制」所帶來的能量盡可能發揮。張
德江更具體地從制度和法律基礎、政治基礎、經濟基礎、
社會文化基礎四大方面，分別總結出了四點經驗：一是牢
固把握「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以愛國者為主
體的「澳人治澳」，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二是切實落
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特區行政主導體制運作順暢；三是澳
門社會始終團結、包容、務實進取，不爭拗、不空耗，集
中精力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四是大力弘揚中華優秀
文化和愛國愛澳主流價值。這四點經驗，高度提煉和科學
總結了澳門回歸17年以來，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成功經驗，更揭示出「一國兩制」得以貫徹落

實的科學規律。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一項偉大實踐，也是人類

歷史上的一項創舉。在實踐過程中，需要不斷地總結經
驗，發現規律，從而形成科學的指導原則，使這個偉大構
想的生命力不斷彰顯。張德江講話中對澳門成功落實「一
國兩制」的經驗總結及理論概括，具有普遍性意義。例
如，張德江強調，要切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行政
主導體制，這是澳門成功的政治基礎，這個結論是切中要
害的。澳門之所以回歸後獲得較快發展，就是不搞泛政治
化，不搞無謂的爭拗。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配合，相
互制約，並重在配合，真正實現了行政主導。這個政治基
礎，為澳門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供了必須的
環境和土壤。另外，澳門同胞始終胸懷祖國，熱愛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這為澳門
社會齊心協力建設美好家園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香港是最早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回歸近
20年以來，在廣大港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國兩制」的
落實總體上是成功的。但毋庸諱言，在探索如何全面、準
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過程中，也出
現了一些偏離了「一國兩制」的行為，特別是近年泛起的
「港獨」思潮，更是嚴重違背了「一國」原則，影響了社
會的繁榮穩定。因此，張德江委員長對澳門成功經驗的科
學總結，對香港今後如何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也有
深刻的啟示作用，尤其是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應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發展的必然方向。香港各
界和市民有必要對此作出深入思考，共同探索今後如何借
鑒澳門成功經驗，按照「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進一
步推動和完善香港的制度和法律基礎、政治基礎、經濟基
礎、社會文化基礎等制度性建設，使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取得持續和更大的成功。

張德江講話揭示落實「一國兩制」的科學規律
早前因肝衰竭急需換肝的鄧桂思，曾因

腎病於聯合醫院求醫，但醫院無考慮她的
乙型肝炎病歷，更未處方抗病毒藥，導致
鄧桂思肝衰竭及需要換肝，目前仍然危
殆。聯合醫院昨日就事件道歉，並指會成
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聯合醫院未能對
症下藥醫治病人已鑄成大錯，刻意隱瞞過
失，直至病人家屬追問才倉促回覆，是錯
上加錯。道歉彌補不了對病人的巨大傷
害。「醫者父母心」，公立醫院必須要有
高度責任感，當局應徹查事件，加強問
責，避免醫療事故一再發生。

鄧桂思的器官移植病例引起全港高度關
注，愛心人士為挽救她的生命無私付出。
殊不知，禍因竟然是醫療事故。鄧桂思的
病歷早已記錄其是乙肝帶菌者，但聯合醫
院兩名專科醫生在負責鄧桂思治療時竟然
均未察覺。這兩名醫生都具有十年經驗，
出現如此低級錯誤，實在不可接受。更令
人難以接受的是，鄧桂思之女質疑院方一
早得知情況，卻無告知家人，只因她發現
有問題，主動查詢，院方才作回應。有立
法會議員就質疑醫院有意隱瞞。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鄧桂思換肝的事件
備受關注，而且鄧桂思經兩次換肝情況仍
未見明顯好轉，聯合醫院會否主動向公眾
交代及道歉？聯合醫院既然明知有失誤，
不主動向家屬坦白，害怕輿論壓力才道
歉，這樣的道歉是真心的嗎？醫療事故令
鄧桂思錯過治療良機，甚至陷於死亡邊

緣，道歉就能挽回病人及家屬的損失和傷
痛嗎？

醫療事故一宗都嫌多，重要的是亡羊
補牢，吸取教訓，避免事故重演。雖然
每次醫療事故發生後，當局均成立專責
小組調查，然後提交報告，也提出一些
指引及建議，但醫療事故並沒有明顯改
善，不減反增，2013-2014年度呈報的
嚴重醫療事件總數達49宗，較上一年度
幾乎倍增，創下近年新高。而類似鄧桂
思的醫療事故，在伊利沙伯醫院亦發生
過。有醫生曾被投訴，在治療一名帶有
乙肝病毒的腎病病人時，沒有處方預防
性抗病毒藥物，導致病人肝衰竭死亡。
該名醫生曾接受醫委會紀律聆訊，但醫
委會最後裁定投訴不成立，理由是醫管
局當年還未發出有關用藥指引。

醫療事故層出不窮，責任人卻鮮有受
罰，或只是輕輕受罰，難免令人質疑，針
對醫療事故的調查效用何在？提出的指引
及建議能否落實？對相關醫護人員的問責
力度是否足夠？更重要的是，當局、醫院
如何保障病人的安全和健康，疑慮始終難
消。

公立醫院是本港醫療服務最重要的提供
者，對醫療事故絕不能掉以輕心。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指非常關注事件。希望
當局言出必行，不要將這次事件當作個案
處理，必須強化醫療管理問責，從根本上
保證香港優質的醫療服務。

醫療事故豈能隱瞞 加強問責避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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