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郵政昨日宣佈，一套
以「金庸小說人物」為題的
特別郵票及相關集郵品本月
6日（星期四）推出發售。
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10月
30日逝世，享年94歲，他
以無比創意，將文化和歷史
要素共冶一爐，向世界展示

中國古典小說的魅力。香港郵政希
望藉着製作和發行這套特別郵票向
他致敬，回顧其非凡一生和不朽巨
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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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濃於水 同胞連心
外 交 公 署 領 保 專 欄

2018 年 10 月 24 日，今年最強颱風「玉
兔」襲擊了太平洋上的美屬北馬里亞納群
島。旅遊勝地塞班等多個島嶼慘遭肆虐。
道路被海浪衝垮，樹木被連根拔起，電線
杆被狂風颳倒，一幢幢房屋被吹掀屋頂，
原本風光旖旎的熱帶海島已變得四處殘垣
斷壁，面目全非。

塞班機場也慘遭破壞，機場跑道和候機
室部分破損。機場自24日關閉到28日重新
開放，4天時間裡共造成包括香港和內地同
胞在內的1,600多名中國遊客滯留。這些滯
留遊客中有許多是一家人扶老攜幼出行，
有垂髫幼童，也有耄耋老人，有哺乳的母
親、懷抱的嬰孩，也有在旅遊過程生病受
傷的遊客。儘管當地食宿尚有保障，但望

着滿目瘡痍，想到水電供應不知還能維持
多久，滯留遊客心中充滿焦慮，急切盼望
着能夠馬上回家。

滯留中國遊客的需要就是行動的號角。
此次滯留的中國遊客中不少人是乘坐香港
快運航空和香港航空前往塞班島的。外交
部、駐洛杉磯總領館、外交部駐香港公署
和特區政府入境處密切協調、配合，全力推
動有關航空公司飛赴塞班執行接返中國遊客
任務，確保乘坐其航班的香港和內地遊客平
安回國。特區政府入境處和兩家航空公司都
表示定要「一個都不少」地帶香港和內地同
胞回家。香港航空於10月28日、香港快運
航空於10月28日、10月30日、11月1日將
購買其機票的乘客全部接回。3天時間裡，

兩家公司共接回490多名香港和內地遊客，
同有關內地航空公司一道，為接返中國遊
客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快運航空和香港航空規模並不很
大，但此關鍵時刻，相互配合運力，盡全
力推動塞班機場當局優先批准它的飛行申
請，堅定地履行着企業的社會責任。香港
快運航空更是克服了種種困難，三次空機
飛赴塞班。10月30日第二次赴塞班時，香
港快運表示，「只要是中國遊客，需要回
國，無論是否訂票，都可以搭乘我們的航
班。」滯留塞班的中國遊客反響熱烈，在微
信群中相互轉告，「所有還沒走的、要回國
的都來吧！不管你是航班取消的、改簽的、
overbooking的，只要人來機場，就一定能

坐香港快運的航班回國」，「隨便買哪天的
票，U0(香港快運航班號)都能讓你登機」。
11月1日，香港快運又空機赴塞班，接回臨
時改變行期的17名中國遊客。作為民營企
業，為履行責任，全然不計經濟成本，令
人敬佩。乘客紛紛激動地表示「香港快運
真給力！香港與內地同胞都是一家人。」
「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祖國的強大，為我們
生在偉大的祖國感到驕傲和自豪！」

筆者作為此次接返工作的參與者，親身
感受到了香港同胞對內地同胞的親情。身
處異國他鄉，面對危險困境，親情更加濃
烈，血濃於水。無論是特區政府入境處還
是兩家航空公司，都全力以赴、加班加點地
投入到此次塞班接返工作中。香港快運航空

和香港航空的負責人滿含深情地說，以前香
港人在海外遇到困難時，每次都是國家組織
內地航空公司帶他們回家。這次香港的航空
公司也要「帶內地同胞回家！」

■颱風「玉兔」襲擊塞班島，香港及內地遊
客安全登機撤離。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科大夥天壇醫院追擊腦瘤
用大數據運算模型識別可穿透大腦「防護罩」藥物分子

研究團隊昨日公佈研究成果，團隊表
示，sGBM由生長於脊柱或大腦神

經細胞的LGG腫瘤演化而成，雖然可經
手術切除或透過口服化療藥物替莫唑胺
（TMZ）治療，但絕大部分會再出現突
變，使病情復發，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
惟腫瘤的基因特徵和進化機制一直未明。

京團隊參考科大數據
由科大生命科學部兼化學及生物工程學
系助理教授王吉光領導的研究團隊，透過
特別設計的運算模型，分析並整合188個
sGBM病人的基因組數據，發現約14%的
患者樣本於「MET基因」的其中一節
「METex14」出現突變，令身體降解有
毒蛋白質的能力下降，使毒素累積，形成

惡性腫瘤。
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兼北京天壇醫院

江濤及其團隊，在參考科大發現後，識別
出名為「PLB-1001」的藥物分子，能夠滲
透大腦用作防禦的「血腦屏障」直達腦內
腫瘤。

近半實驗者病情穩定
江濤表示，大部分sGBM患者在病發一

年左右時間便死亡，經第一期臨床試驗證
實，「PLB-1001」能標靶sGBM腫瘤，並
追擊腫瘤進一步的突變，在18名參與臨
床試驗的晚期癌症患者中，兩人的腫瘤在
12個星期明顯縮小，其間症狀得以紓緩，
無呈現明顯副作用，另外7人病情保持穩
定。他表示，兩名腫瘤縮小的患者其後出

現復發，但壽命延長3個月。
研究結果已於今年11月29日在頂級科
學期刊《細胞》中發表。王吉光表示，
「PLB-1001」仍需進一步研究，包括是
否能與其他藥物合用，以達至更有效和
持續的效果，預期還要兩年完成第二、

三期研究。
他又指，建立癌症進化運算模型，有助

預測癌細胞的行為和設計優先治療方案，
並可套用到其他類型的癌症治療上，以精
準的癌症治療藥物，為病人制訂個人化的
治療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醫管局每年錄得200宗惡性腦腫瘤新

症，當中四分之一可能演化成死亡率百分之百的「繼發性膠質母細胞瘤

（sGBM）」。香港科技大學與北京天壇醫院合作透過大數據和運算模

型，發現導致腫瘤變異的基因，並識別出能縮小腫瘤的藥物分子，有效

延長腦癌患者壽命和紓緩症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中華民族數千年
來一直有隆重舉行「成年禮」的傳統習俗，讓剛
成年的青少年男女參與，從此享有成年的權利與
義務。這項古禮將於本月19日在香江再現，
2,000名滿18歲中學生這一天將於灣仔伊館，隆
裝步過高40呎寬120呎巨大「儀門」，今後成為
有良好正確人生觀、遵紀守法、履行公民責任、
勇擔建設美好香港責任的成年人。
全港首個「過儀門」成年禮由華人廟宇委員會

聯合孔教學院、香港道教聯合會、香港佛教聯合
會、東華三院、博愛醫院舉辦，五機構旗下各中
學中四以上成年或快成年學生參與，由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主禮。
主辦方表示，「儀門」是廟堂高邸的設施，是

威儀之所在，訪客進入廟堂高邸拜謁時，在未通
過儀門前，需再次整肅衣冠，謹守禮儀，以免失
儀。未來是否定期舉行，是否納入更多中學參
與，將視乎本次活動成效再決定。
華人廟宇委員會文化及宣傳小組主席葉長清表
示，該活動是兩年一度廟宇文化節的重頭戲，現
在內地和台灣仍有地區保持成年禮風俗，而世界
各民族亦有不同形式的成年禮。這次委員會聯合
本港孔、佛、道和兩大慈善機構舉辦全港首個大
規模成年禮，是對青年人的祝福與訓勉，希望他
們醒覺自己已經「大個仔」，不只身體發育成
熟，心智也需成熟，要有成年人的擔當、責任
感，要有感恩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最新5年
期公營房屋單位總供應量低於14萬的目
標，出租公屋及綠置居供應量更出現
「跳崖式」下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承認，有關估算與長策目標仍然有差
距，對公屋輪候時間感到非常大壓力。
多名議員促政府利用閒置土地增加過渡
房屋供應，並重新考慮訂立租金管制以
及租金津貼。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公營

房屋供應，多名議員關注能否利用閒置
土地增加過渡房屋供應，讓正在輪候公
屋的市民不用支付昂貴租金或租住劏
房。陳帆表示，最新5年期公營房屋建
屋量為10.08萬個單位，與長策目標仍
然有差距，承認對於公屋輪候時間感到
非常大壓力。
陳帆指，當局已盡了最大努力，但

在覓地建屋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他
強調房屋是現屆政府最關注的民生問
題，希望社會和議會繼續支持政府覓
地，亦會在短時間內透過善用公屋資
源，例如之前在白田邨和房協在香港
仔漁光村提供的過渡性居所，若能找
到可建設組合屋的短期閒置土地，可
在較短時間內提供居所。

鄭泳舜供應目標動議獲通過
民建聯鄭泳舜提出臨時動議，促請當局制定

整體過渡性房屋的供應目標，3年內供應不少
於1萬個單位；針對基層住屋推行「租務管
制」展開公眾諮詢；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住
戶提供租金津貼等。動議最終獲得通過。陳帆
表示，看過很多外國例子，認為租管和租金津
貼長遠會帶來負面影響，暫時都不會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預計未來5
年公營房屋建屋量為100,800個單位，落後長
遠房屋策略目標，而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增至5.5
年再創新高，社會有強烈聲音希望政府能善用
現有房屋資源，加大強度增建過渡性房屋以解
基層住屋需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表示，昨日聯同業界組成
的小組，與運輸及房屋局會面，提出在部分公
共屋邨的樓層外牆及天台加建預製組合屋，希
望短時間增加房屋供應，獲政府積極回應。
謝偉銓表示，今年初提出要善用現有公屋屋

邨的剩餘空間，例如天台及樓層外牆等位置，
以組合屋的方式增建過渡性房屋，並聯同多名
專業人士成立小組進行可行性研究。而昨日小
組成員再度與運房局副局長蘇偉文及房屋署多
名官員會面兩個小時，交代小組就沙田禾輋邨
興建組合屋的技術研究成果、跟進有關建議等
交流意見。

謝偉銓：禾輋邨每層或增4伙
謝偉銓表示，以沙田禾輋邨為例，樓層外牆

每層可以增加4個單位，10層將可增加40個
單位，另外在大廈天台用預製組件可加建39
間組合屋。他表示，在會上官員透露，已研究
全港七成現有屋邨加建組合屋的可行性，亦有
就公屋加建組合屋提出技術問題及考量，包括
消防、承重能力、水電煤、地契以至現有居民
反應等，並表示需要進一步跟進研究，現時政
府仍未有試行時間表。
謝偉銓認為在專業人士協助下，沒有技術性

問題是解決不了，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不應
只是提出困難，而是要解決困難，小組有信心
可以克服，並樂意和團隊義務繼續進行研究。

港首辦「成年禮」兩千學子「過門」

參加這次「成
年禮」的學生代
表們，均對能參

加儀式感興奮，表示成年後將秉承中
華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精神，做正直善良的成年人。
亦有有同學欣喜表示，意味着今後能
男婚女嫁，步入人生新階段。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吳宜棕同學說，西周已有成年禮，男

二十戴冠，今後能娶老婆；女十五梳
髻，今後能嫁人。「我成年後要做好
男人本分，孝敬父母，讓他們有幸福
晚年。要盡好社會責任，用生命影響
生命。」
博愛醫生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吳穎

欣同學說：「我成年後的目標是做老
師，因為我們學校的老師很為學生着
想，我將來也要做這樣的老師，培養
學生良好品德。」佛教黃鳳翎中學鍾

浣澄同學說：「我很期待成年，更加
獨立，能嘗試更多新事物。」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譚凱琳

同學說：「我們學校一直有舉辦成人
禮的活動，現在的青少年大都以自我
為中心，很少為他人考慮，遇事難堅
持。須知君子當自強不息，我們青少
年要迎難而上不放棄，方可成為人上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同學仔喜「大個仔」戴冠梳髻可嫁娶
�&

──記千名香港及內地遊客安然撤離塞班島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 凌香

■■科大王吉光科大王吉光（（左左））與天壇醫院江濤發佈與天壇醫院江濤發佈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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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屋邨空間
加建組合屋

■謝偉銓昨日聯同業界小組與蘇偉文及房屋署
官員會面。 fb圖片

■華人廟宇委
員會舉行「成
年禮」記者
會，介紹於全
港首個「過儀
門」成年禮詳
情。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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