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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饶宗颐2月6日凌晨在香港逝世，享年
101岁。香港各界对此纷纷表示深切哀悼，赞扬饶公
为中华文化及人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治学之道
和求学精神值得后世学习。

香港和世界的瑰宝

饶宗颐逝世的消息在当天早上传出后，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第一时间对此表示深切哀悼，坦言
多年来得到饶公的亲自教诲，获益良多。林郑月娥写
道，饶公刻苦精勤，80年来述作不绝，以大智慧启迪
世人，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饶公，你是香港和世
界在学术和艺术界的瑰宝，我们永远怀念你！”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也致送唁电表示深切哀
悼。他在唁电中说，饶宗颐先生对国家、民族情感深
厚，毕生致力国学研究和推广，为推动香港和内地的
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为传承国学和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卓
越贡献。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当天也发出唁函，代
表澳门特区政府向这位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表示深
切哀悼。崔世安说，澳门回归后，饶宗颐关心及指
导澳门文物考古工作，热情支持澳门文化事业，他
多次在澳门举办书画展览，并捐赠书画著作予特区
政府文博机构。特区政府为此设立了“饶宗颐学艺
馆”，促进与国学研究相关的学术交流。

心系香港长远福祉

多年来，饶宗颐一直关心香港社会的发展。由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创办的智库
——团结香港基金表示，饶宗颐担任
该会名誉顾问，不但关心及推动基金
会工作，更赠予墨宝，寄语谨记初心

“团结香港”，其心系香港长远福祉，
该会将铭记于心。

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说，饶宗
颐毕生致力于弘扬国学，是激励人心
的典范人物。饶宗颐具“学艺双携”
的精神，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贡献良
多，曾在多间大学任教，退休后多年
来亦孜孜不倦地指导研究生、授课及
演讲，领导研究新材料及新学说。他
亦积极匡助推动香港文化发展的工
作，向各学术和文化机构惠赠其著作
墨宝作展览，丰富香港市民的文化生
活。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说，饶宗颐是中国文化
的符号，是香港一面文化的旗帜。他的成就是后辈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他的奋斗和自强不息的精
神，给年轻人很大的启发。

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饶宗颐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任教，在
高等教育界备受推崇。他是香港 7 家大学的荣誉博
士，而且是港大首位“桂冠学人”。当天，香港和澳
门学界纷纷表示哀悼。

港大署理校长谭广亨表示：“饶教授是国际文化
巨擘，亦是我国国宝，更是香港大学大家庭的灵魂
人物，一直以来备受港大人敬重景仰。饶公的嘉言
美行及其为中国文化及香港大学所作的不朽贡献，
将在港大史册流芳。”

中大校长段崇智表示：“饶宗颐与中大结缘超过
半个世纪，他积极匡助中大推动学术发展，成就斐然。
饶教授毕生奉献教育事业及国学研究，培育莘莘学
子，他的离世对中大及国际学术界是重大损失。”

澳门大学发出唁函说，饶宗颐一生致力弘扬国
学，学艺相携，造诣精湛，他锲而不舍的治学之道
和求学精神，更是后人景仰和学习的典范。

【简介】
饶宗颐，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

8月9日出生于广东潮州，1949年迁居香港，在中国传
统学术十多个领域，如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简
帛学、宗教学、艺术学等皆有重大成就。2013年被授予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
国学奖终身成就奖”。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消息，2 月 6 日 23 时 50
分，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北纬24.13度，东经121.71度）
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截至发稿时，地震已
造成7人死亡，260人受伤，67人失联；花莲慈济医院接
收了 6 名来自大陆的地震伤者，其中 4 人轻伤，1 人重
伤，1人送医后去世。

得知花莲强震的消息后，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
切，国台办、海协会紧急启动涉台突发事件应急机
制，了解灾情和救灾情况。大陆网友也在网络平台为
台湾同胞祈福，并呼吁为台湾捐款救灾。

震感强烈 花莲多处楼塌

2 月 6 日深夜，当身在台北的记者刚刚关灯卧床
时，一阵轰鸣的警报声在黑夜中传来。随即记者发
现，这声警报来自手机，屏幕上清晰显示着一条关于
地震提醒的警报信息。看到提示后，记者迅速躲避至
书桌下方，不一会儿便明显感受到楼房的左右摇晃，
仿佛像汽车行驶在土石路上的颠簸。这一过程持续了
近半分钟。

比起台北的震感，震中花莲的烈度更是让人惊
恐。当晚，地面上有11层楼的统帅饭店在一阵摇晃之

后迅速塌陷，三楼成了接触地面的一楼。住在里面的
大陆游客孔女士在获救后表示，地震后房门已无法打
开，是自己的丈夫把门踹开的。“楼道里全是建筑物里
面的烟灰，后来我们就捂着嘴找安全通道往下走，走
到三楼还是四楼就走不下去了，因为楼梯都变形了。”
描述当时的心情，孔女士说自己“真的吓坏了！”

除了统帅大饭店在地震中坍塌，云门翠堤大楼、
国盛一街1号大楼和国盛六街41号民宅也因地震造成
倒塌或倾斜，此外还有苏花公路中断、花莲大桥垄起
无法通行、七星大桥龟裂等灾情发生。

台湾气象部门的地震报告资料显示，2月4日以来，
花莲附近海域已发生 94起有感地震，这是过去台湾从
未碰到的情况。台湾气象部门也预估，在未来的2周至1
个月，仍会有余震，台湾民众要多加注意。

展开救援 游客不断疏散

得知地震发生的消息后，花莲县政府与台相关部
门一道，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行动。

台消防部门特种搜救队及各地消防局搜救队分批
前往灾区救灾，现场的搜救人员及消防车、挖掘机、
云梯随处可见，并持续参与搜救工作。截至发稿时，

台消防部门共出动搜救人员 1085人次、搜救犬 20只，
车辆295辆次、航空器8架次投入救援。台湾军方也出
动 660 余名官兵投入救灾工作，另有 3 架空军 C-130
运输机待命。

为了让房屋受损或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有安全、
温暖的容身之处，花莲县政府已在花莲“小巨蛋”体
育馆、“中华国小”设立临时安置所，为民众提供睡
袋、水、食品、毛毯、帐篷等相关物资；慈济静思堂
和花莲市区外的多家民宿也为民众提供免费住宿。由
于涌入众多伤患，花莲慈济医院启动“大量伤患”机
制，全力救治伤员。

因灾害出现，不少正在花莲旅行的游客纷纷选择提
前结束旅行。来自浙江的王女士告诉记者，经过地震的
惊吓，自己和朋友彻夜难眠，因此一早就退房到花莲火
车站搭车回台北。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花莲火车站一
度人潮满满，一些没能买到票的游客只能选择先“南下”
台东，从南回铁路绕道高雄，再返回台北。台铁方面表
示，他们将视情形加开台北至花莲间的列车。

大陆关切 展现亲情温暖

花莲地震的发生也受到大陆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月 7日应询表示，2月 6日

深夜，台湾花莲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

安峰山介绍说，2月7日上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
花莲县长傅崐萁紧急通电话，海协会会长陈德铭致电花
莲县有关方面，向在地震中遇难的台湾同胞表达沉痛哀
悼，向受伤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并表示愿意
提供包括派遣救援队在内的救灾协助。大陆有关方面通
过各种渠道紧急了解大陆游客、在台就读大陆学生及在
灾区生活的大陆配偶情况。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2月7日中午也发表慰问
信，向台湾花莲地震受灾乡亲表达关切和慰问。大陆
网友也对花莲地震表达了关心之意。

2月 6日上午，“花莲地震”登上新浪微博热搜第
一，“为花莲祈福”更成为大陆互联网的主情绪。有大
批网友送上暖心评论，为台湾祈福、加油，期盼“海
对岸的同胞一定要平安”。

大陆民众对台湾此次震情的关怀和种种暖心慰问
受到了岛内媒体的关注。台湾“东森新闻云”2月7日
以“陆网友微博送暖”为题发布文章称，听闻花莲地
震的消息，大陆民众纷纷跨海送温暖，大陆微博和天
涯论坛上出现了大量关心和祈福的留言。《苹果日
报》《自由时报》等也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本报台北2月7日电）

台湾强震造成重大灾损

大 陆 各 界 送 去 温 暖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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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追悼国学大师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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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游客在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2 月 7 日，为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旅客出行安
全，深圳铁路警方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深圳北站投入
20台警用机器人，组成机器人警察编队，为春运保驾护航。图为
小旅客与警用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机器人警察机器人警察
编队亮相深圳编队亮相深圳

据新华社香港2月7日电（记者周
雪婷）“香港被日军攻陷的三年零八个
月，是香港开埠以来重要的转折点。
而香港人民奋勇抵抗日军，不愿屈服
的历史，也应该被人们永远记得。”香
港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岭南大学教授
刘智鹏在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
新闻发布会上说。

为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和
香港居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香
港多个民间团体决定在香港沙头角
设立香港首间抗战纪念馆，并于 7 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纪念馆的相关
内容和规划。东江纵队老战士、老
战士后人、香港立法会议员、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等香港各界人士前来
参加发布会。

多位抗战老兵共聚一堂的情形，
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1941年12月，日
军攻占香港的时刻。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活动在广东一带的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与此同时也进入香港抵
抗日军。1942 年 2 月，东江纵队在香
港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并吸纳香港居
民加入其中。此后，港九独立大队成
为香港抗日的中坚队伍，在打击和牵
制日军、营救盟军飞行员和为盟军提
供情报等方面贡献良多。

多年来，香港一直没有实体的抗
战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而这段黑暗
而艰苦的岁月也成了不少香港青少年
历史观念中的“真空地带”。为弥补
这一遗憾，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究
会、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
会、新界社团联会和新界青年联会等
多个香港民间团体倡议设立专门的抗
战纪念馆。

据了解，这间抗战纪念馆将被命
名为“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坐落于香
港沙头角南涌罗家老屋。根据计划，
纪念馆将在一年之内布置一个常设展
览，内容分为“港九大队在沙头角”

“海上中队的抗日斗争”“香港抗日第
一家”三部分。

罗家后人代表黄小抗介绍，罗家老屋是东江纵队进
入香港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曾是港九大队的活动基地
和交通站，是香港为数不多能够见证香港抗战历程的建
筑物。

黄小抗说，希望这间抗战纪念馆可以让香港市民和
青少年了解为国捐躯战士的爱国精神，也让他们明白香
港无论什么时候都与祖国风雨同舟。

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筹委
会主任尹素明表示，香港的抗战历史，也是香港本土历
史的重要部分。作为东江纵队的后人，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将这段历史永久地记录下来。

香港抗日老战士林珍对记者说，希望纪念馆未来可
以成为香港的青少年教育基地，通过了解这段历史，让
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家国观念，也希望香港的抗战
历史被人们永久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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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2月7日电（记者张
雅诗） 香港科技大学7日宣布，该校
一支跨学科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个有效
的电脑方程式框架，能分析艾滋病病
毒中一种关键蛋白 （简称 gp160） 的
健康状态，有助将来研发艾滋病疫
苗。

港科大的化学及生物工程学系和
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携手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运用大数据计算出艾滋病

病毒中gp160的健康状态，包括其复
制和传播能力等，这有助科学家找出
病毒逃避抗体的路径，有可能从而设
计出有效的疫苗。

港科大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兼
化学及生物工程学系教授麦凯介绍，
抗体的功效取决于它粘合在病毒包膜
蛋白的位置，若粘合在其最健康强壮
的位置则能发挥最大功效。虽然现在
已有一些能破坏艾滋病病毒的抗体，

但艾滋病病毒能通过突变来逃避抗体。
研究人员利用这一新的电脑方程

式，处理了 1918 名艾滋病患者共
20043个蛋白列序样本，通过比较各
种实验测量值以验证他们的推断结
果。

麦凯表示，研发出艾滋病预防疫
苗是最终目标，他们这个方程式框架
能为疫苗设计提供线索，至于实际效
能则仍有待研究。他说，这框架也能
应用于其他突变度高的病毒，例如丙
型肝炎。

这项研究成果已在国际科学期刊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港科大运用大数据分析艾滋病港科大运用大数据分析艾滋病

本报澳门 2月 7日电 （记者苏
宁） 澳门廉政公署6日公布一份调查
报告，指出澳门路环的一个地产项目
业权，在以遗产继承方式转移的过程
中存在诸多疑点，不排除有人利用司

法程序，冒充业权人后人非法获得土
地，并在后续操作过程中存在明显错
误甚至欺诈的情况。项目面存在严重
误差，最多仅有几百平方米而不是所
称的 5.3万平方米。该项目地段属国

有土地，特区政府应透过适当程序及
渠道收回有关土地。

廉政公署今天就调查报告召开记
者会，廉政专员张永春说，这次报告
所涉事件时间跨度大、涉及部门多，
事件相对复杂。本次公布的调查报告
涉及行政申诉，调查有关部门是否存
在行政违法情况。

澳门廉政公署再揭土地弊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