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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嚴懲醫鬧 二級以上醫院須安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

昨日正式揭牌成立，今年正值百歲高齡的國學大師饒宗頤昨日親臨揭牌

儀式。該研究院未來將致力研究饒學與香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傳承與

跨文化交流，並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擔起重任。

據了解，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
是深圳大學批准成立的相對獨立的

實體性科研機構。以學術研究、人才培
養、傳播推廣、諮政服務為宗旨，實行
政、學、研一體化開放協同的運行模式。

饒曾受聘深大名譽教授
在揭牌儀式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副館長鄭煒明、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范志
剛共同簽署了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深
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合作協議，雙方
將互派專家學者開展學術講座活動，加強
學術交流；聯合舉辦高層次國際學術論
壇，擴大學術影響力；互派教師進行訪
學、研究工作，互為對方提供必要的便利
條件；聯合舉辦饒宗頤著作、書畫展等。

饒宗頤與深圳大學有深厚的學術淵源。
1984年9月，饒宗頤應邀參加深圳大學中文
系、國學所的成立會議，擔任國學所顧問，
並為學生授課。1995年6月，他受聘深圳大
學名譽教授。2005年10月，他擔任深圳大
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顧
問。2011年，他為深圳大學跨學科學術團隊
策劃的《鵬城萬里圖》題寫卷首。

將着力開展三方面研究
深圳大學黨委書記、深圳大學饒宗頤文

化研究院院長劉洪一表示，饒宗頤文化研
究院將以學術研究、人才培養、諮政服務
及文化傳播為職能，着力開展三方面研
究：在「饒學與香港文化」方面，把饒宗
頤的學術研究、內涵、體系和方法進行系

統地整理和發掘，並和香港青年問題、文
化問題結合起來；在「文化傳承與核心價
值觀」方面，把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發
展和創新，與青年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培育
和踐行結合起來；在「文化走出去與跨文
化比較」方面，通過跨文化比較研究，推
動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
館館長李焯芬教授代表饒宗頤宣讀了他的
賀信。饒宗頤在賀信中表示，深圳大學饒
宗頤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彰顯了一所高等
學府傳承和弘揚傳統國學與文化的抱負。
該研究院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文化事
業的發展必將承擔起弘道重任。

深大饒宗頤文化研究院成立
將致力研究饒學與港文化 推大灣區教育發展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離世
在冊倖存者僅剩百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中國新聞
網報道，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網
站日前公佈由國家衛計委辦公廳、公安
部辦公廳、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聯
合印發的《嚴密防控涉醫違法犯罪維護
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要求嚴密防控、依法懲處涉醫
違法犯罪，包括二級以上醫院應建立應
急安保隊伍，開展安檢工作；遇到醉
酒、精神或行為異常患者要安排保衛人
員陪診；將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人納入社
會信用體系等，這些措施的出台表明官

方亮出一系列嚴懲傷醫、醫鬧行為的
「組合拳」。

行為異常患者由保衛員陪診
《意見》要求，要加大醫療機構安檢和

安保措施，要求二級以上醫院（含婦幼保
健院）應在公安機關指導下，建立應急安
保隊伍，開展安檢工作，安裝符合標準要
求的監控設備，將加強安檢安保措施作為
重點舉措積極推動。
《意見》要求，公安機關應在有條件的

二級以上醫院設立警務室並配備相應警

力，警務室民警應每天帶領醫院安保隊伍
在重點時段、重點區域進行巡查，及時查
處違法犯罪，維護醫院正常治安秩序；建
立特殊人群就醫接診制度，要求二級以上
醫院遇有醉酒、精神或行為異常患者就
診，要安排保衛人員陪診，一旦出現突發
情況立即採取果斷措施，確保醫務人員及
患者安全。
此外，《意見》還要求衛生計生行政部

門、公安機關應將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人納
入社會信用體系，依法依規施行聯合懲戒
並通報其所在單位。衛生計生行政部門、

公安機關應建立涉醫違法犯罪案件處置督
辦通報機制。
對於由保衛人員陪同就診的可操作性，

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表
示，醉酒是造成急診傷醫事件的重要原
因，偏執的患者在發生醫療糾紛後常常不
接受處理糾紛的程序，在這種情況下，保
衛人員的參與對於保障接診醫師的安全不
僅很有必要，可操作性也很強，「保衛人
員只是陪同就診，若沒有衝突，保衛人員
的存在並不影響診療活動，所以操作上沒
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昨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討論通過《關於強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進一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入發展
的意見》。會議指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把「雙創」推向更大範圍、更高層
次、更深程度。
會議要求，強化人才支撐，實施留學人員

回國創業創新啟動支持計劃，推動來內地創
業的港澳同胞和回國（來華）創業的華僑華
人同等享受當地公共服務；落實和擴大高
校、科研院所各類創新主體對人才激勵的自
主權；簡化事業單位引進高層次和急需緊缺
人才招錄程序；簡化外國高層次人才辦理在
華工作許可和居留證件程序，開展安居保
障、子女入學和醫療保健等服務「一卡通」
試點；外國留學生創業憑高校畢業證等可申
請居留許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賀鵬飛 南京
報道）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昨日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佈消息，南京大屠殺
倖存者王學余前日凌晨因病離世，享年89
歲。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
者僅剩100人。
王學余，1928年5月13日生。南京大屠
殺慘案發生那年，9歲的她親眼目睹從回南
京逃難的哥哥被日軍刺死。
來自海外40多個國家的近百名僑團領袖

昨日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悼念80年前慘遭殺戮的30萬同胞，並
倡議全球僑團在今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
公祭日期間同步舉行海外祭奠活動。

■南京大屠殺
倖存者王學余
前日凌晨因病
離世。
香港文匯報
江蘇傳真

國務院常會昨討論
推動海歸回國「雙創」

■■國學大師饒宗國學大師饒宗
頤頤（（坐椅者坐椅者））親親
臨深圳大學饒宗臨深圳大學饒宗
頤文化研究院揭頤文化研究院揭
牌儀式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攝攝

自去年8月開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工作
者對位於該省富平縣的唐高祖曾孫李道堅墓進行
搶救性發掘，發現多幅不同類別壁畫。專家們在
日前舉行的考古現場研討會上認為，李道堅墓壁
畫線條流暢、準確、細膩，是同時代唐墓壁畫中
的精品。也有研究人員表示，該墓中西壁與棺床
處所繪的這組山水屏風畫，或為迄今發現最早的
唐代山水畫。
該墓主人李道堅，是唐高祖李淵曾孫，魯王李靈
夔孫，范陽王李藹之子。其祖父魯王李靈夔因參與
越王李貞反對武則天的兵變，被流放振州後自殺。
其父范陽王李藹則因告發李貞的陰謀而免死，後被
酷吏殺害。李藹死後李道堅嗣魯王爵位，歷任果、
隴、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

唐代似有畫科分類苗頭
李道堅墓雖然曾於1990年被盜，但考古人員還

是在其墓中發掘出多幅壁畫。專家認為，李道堅墓

室內多屏風畫具有
顯著特點，一幅六
扇摺屏和三幅立
屏，內容包含山
水、人物、畜獸、
禽鳥等，似乎已有
畫科分類苗頭。
該墓西壁與棺床

等處繪製的一組山
水屏風畫最為引人
注目。據悉，2015
年西安韓休墓出土
的獨幅山水屏風畫
曾引起中國早期山
水畫的研討熱潮。
而此次發掘的李道堅墓，從年代上還稍早於韓
休，或為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唐代山水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尋尋根萬里行根萬里行」」港澳自駕參訪團近港澳自駕參訪團近
日抵達海拉爾斯仁道日抵達海拉爾斯仁道．．恩德格恩德格

的牧場的牧場。。當地的牧馬均為改良馬而非傳統當地的牧馬均為改良馬而非傳統
的蒙古馬的蒙古馬，，擁有純種英國馬和中原馬的血擁有純種英國馬和中原馬的血
統統，，因此被稱為三河馬因此被稱為三河馬；；三河馬擁有較高三河馬擁有較高
的速度的速度，，但耐力稍差但耐力稍差。。斯仁道斯仁道．．恩德恩德格稱格稱，，
現在牧場的馬並沒有出口現在牧場的馬並沒有出口，，均以觀賞和均以觀賞和「「自自
娛自樂娛自樂」」為主為主，，待馬老去或會被拿去宰殺待馬老去或會被拿去宰殺。。

套馬屬男性必備技能套馬屬男性必備技能
在內蒙古草原上在內蒙古草原上，，套馬屬於男性牧民的套馬屬於男性牧民的
必備技能必備技能，， 斯仁道斯仁道．．恩德格恩德格1212歲開始便歲開始便
已跟隨父親學習摔跤和套馬已跟隨父親學習摔跤和套馬，，1616歲時第一歲時第一
次成功抓住馬次成功抓住馬，，直到直到1919歲終於能成功套住歲終於能成功套住

馬匹馬匹。。套馬一般是以至少兩人合作的方套馬一般是以至少兩人合作的方
式式，，一人騎馬及手持栓有繩圈的軟木棍把一人騎馬及手持栓有繩圈的軟木棍把
奔跑中的馬套住奔跑中的馬套住，，在讓馬停下掙扎的機在讓馬停下掙扎的機
會會，，另一人則會上前抓住馬鬢毛另一人則會上前抓住馬鬢毛，，其後運其後運
用摔跤技術將馬摔倒及翻上馬背騎行用摔跤技術將馬摔倒及翻上馬背騎行。。由由
於草原生活較艱苦於草原生活較艱苦，，牧民有時外出放牧需牧民有時外出放牧需
要離家好幾個月要離家好幾個月，，冬天更需要靠騎馬進入冬天更需要靠騎馬進入
有積雪的草場深處有積雪的草場深處，，因此套馬和賽馬成為因此套馬和賽馬成為
他們日常最喜歡的娛樂活動他們日常最喜歡的娛樂活動。。
為了慶祝豐收為了慶祝豐收，，內蒙古各盟市每年都會內蒙古各盟市每年都會

舉行各種套馬活動舉行各種套馬活動，，那達慕大會便是最大那達慕大會便是最大
型的慶祝活動型的慶祝活動，，大會上有驚險刺激的賽大會上有驚險刺激的賽
馬馬、、摔跤摔跤，，令人讚賞的射箭令人讚賞的射箭，，有爭強鬥勝有爭強鬥勝
的棋藝的棋藝，，有引人入勝的歌舞有引人入勝的歌舞。。一般會維持一般會維持22

天左右天左右，，參加的牧民會使出渾身解數參加的牧民會使出渾身解數，，比比
賽或表演賽馬賽或表演賽馬、、套馬等項目套馬等項目。。其中參加其中參加
「「萬馬奔騰萬馬奔騰」」節目的牧民會匯集各自家裡節目的牧民會匯集各自家裡
最健壯的馬匹最健壯的馬匹，，組成數千匹馬的隊伍進行組成數千匹馬的隊伍進行
巡遊巡遊。。如今的那達慕大會已成為牧民的重如今的那達慕大會已成為牧民的重
要民族傳統盛事要民族傳統盛事，，每年都吸引許多國家或每年都吸引許多國家或
地區的牧民地區的牧民、、遊客前往觀看遊客前往觀看。。

內蒙古牧民勤練馬內蒙古牧民勤練馬
備戰那達慕大會備戰那達慕大會

內蒙古草原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壯的季節，就

是舉行那達慕大會的時候，大會上除了摔跤、

射箭外，驚險刺激的賽馬最為吸引觀眾，已成

為內蒙古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牧民斯仁道．恩

德格的牧場便是以盛產賽馬而知名，牧場距離

海拉爾市約30公里，養有牛、馬、羊，其中又

以馬匹的數量和質量最為有名。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 內蒙古報道

唐高祖曾孫墓壁唐高祖曾孫墓壁畫畫
或為迄今最早唐山水畫或為迄今最早唐山水畫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系教授袁孝維研究團
隊與馬祖、澎湖、台北鳥會昨日在台北召
開記者會，揭密「神話之鳥」——黑嘴端
鳳頭燕鷗遷徙路徑，講述其十年「追
鳥」心路，希望兩岸能夠攜手保護繁育。
「神話之鳥」學名黑嘴端鳳頭燕

鷗，又名中華鳳頭燕鷗，分佈於中國
大陸、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
國，遷徙和越冬於廣東、福建、菲律
賓、婆羅洲和馬來半島海岸等地。據
國際鳥盟統計，全球僅存不足百隻，

是瀕臨滅絕的鳥種之一。
黑嘴端鳳頭燕鷗1863年被命名，

1937年在山東省採集到標本後絕跡多
年。由於人類對其確切觀察記錄有
限，遂被冠名「神話之鳥」。
2000年，台灣觀測者在馬祖列島燕
鷗保護區發現「神話之鳥」蹤跡，至
今年 6月，馬祖、澎湖共記錄到 28
隻，大部分棲息於馬祖燕鷗保護區、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護區。
研究團隊利用共同遷徙的鳳頭燕鷗，

推演「神
話之鳥」
遷徙路徑
兵 分 兩
路，一路
飛往菲律
賓；一路
則沿大陸
東南沿海
北上，呼朋引伴，與當地族群匯合後一
同飛往越南、泰國、柬埔寨。■中新社

隨着「入伏」的到來，高溫酷暑肆
虐，生活在中國緯度最高、區域最北
的亞布力熊貓館的9歲「佑佑」和11

歲「思嘉」兩隻熊貓也開啟了「避暑
模式」，在16℃的場館中，捧着「解
暑神器」，愜意自在。
據中國亞布力熊貓館相關負責人介

紹，為了保證國寶大熊貓住得舒適、生
活得愉快，為牠們專門配置了空調、加
濕器，即使在炎炎夏日裡，館內依然能
夠維持16℃，非常舒適清涼。

室內有空調避暑，室外「後花園」
中也有降溫法寶——特製冰塊。「抱
着冰塊舔是熊貓最喜歡的避暑方
式。」工作人員燕永彬說，他們特意
在冰塊裡凍上了蘋果、胡蘿蔔，增加
熊貓的食慾。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
哈爾濱報道

「神話之鳥」路徑揭秘 全球不足百隻

中國最北熊貓避暑有妙招■■熊貓抱着胡熊貓抱着胡
蘿蔔冰塊舔着蘿蔔冰塊舔着
避暑避暑。。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記者于海江攝攝

■■斯仁道斯仁道．．恩恩
德格曾獲許多德格曾獲許多
賽馬獎牌賽馬獎牌。。

■「尋根萬里行」港澳自駕參訪團近日抵
達海拉爾斯仁道．恩德格的牧場。

■■斯仁道斯仁道．．恩德格在牧場訓練套馬恩德格在牧場訓練套馬。。

■唐代李道堅墓中出土的山水
壁畫。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台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
系教授袁孝維（右）公佈
「神話之鳥」遷徙路徑。
圖為她與發現者導演梁皆
得（左）合影。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