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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香港基金近日发表报告指
出，只要肯大刀阔斧将香港医疗制
度进行改革，半数病人入院，其实
是可以避免的。这个建议得到香港
特区政府回应。特首林郑月娥在香
港立法会表示：“如果我们在整个医
疗策略或医疗制度中没有一个大转
变，则难以应付人口老龄化所带来
的各方面挑战。”

加强基层医疗

香港现行医疗体系以向医院投
放资源为主，侧重偶发及急性疾病的
治疗和住院。而香港社会老龄化不断
加深，老年人口患上的又大多是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其实多数情况
并不需要入院诊治。廖美香认为，只
要病人得到科学及时的日常医疗护
理服务，就能控制病情，减少入院。这
就需要完善的“基层医疗”制度。

以糖尿病为例，香港估计有逾 70 万名患
者。许多老弱病人即使认识到节制饮食的重
要，但未必严格执行，因而可能导致病情恶
化，最终要入院求助。如果有完善的基层医疗
服务，病人可定期到健康中心检查血糖、咨询
护理，预防病情恶化，减低住院可能。

2017年，香港开始大力发展基层医疗，成
立“基层医疗发展督导委员会”，并在葵青区试
点设立地区康健中心。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副秘
书长阮慧贤告诉记者，地区康健中心的主要服
务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健康生活模式推广和基
本健康评估，第二层是疾病风险评估和筛查，
第三层是慢性病管理和社区复康。小的疾病、
慢性病和康复性治疗都在地区康健中心内完
成，大病急病才转送医院，由此减轻医院负
担。运营模式可以公私合营，由政府向私人诊
所购买医疗服务，由此盘活调动已有的社会资
源。核心团队未必需要医生，可以由护士、药
剂师、职业治疗师和社工组成。

改变健康观念

这只是香港医疗制度变革的先声。特区政府
打算在今年第三季度，以葵青区康健中心的经验
为蓝本，积极推展在其他 17 个区成立康健中心
的工作。林郑月娥说：“我觉得一定要改过去一
直公营医疗服务只是‘重治疗，轻预防’的做
法，我们要做好社区预防、分流和健康管理。”

香港统计处最新的人口推算报告显示，
2026 年全港长者人口将增至 24.6%，届时香港
将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所界定的“超老龄社会”。
而现时香港约 7%的 45 至 49 岁的中年人士以及
约半数年过70岁的长者，都患有两种或以上的
慢性疾病。加强地区基层医疗服务，减少可避
免的专科及住院服务需要，已经迫在眉睫。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干事黄元山认为，更
深层次地，是要改变香港市民的健康观念，
鼓励病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全面的医疗改
革不只涉及硬件，更重要的是转变思想，转

型至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毕竟预
防胜于治疗。

在林郑月娥眼中，这场医疗制
度的变革可以视为“香港有个文化
上的转变”。她引用了最近中文大学
的一项研究：政府在社区医疗每投
放1港元，可以为紧急的医疗服务省
回 8.4 港元。她表示：“有这样的数
据，我觉得以我的理财新哲学是很
值得投资。”

完善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以人为本
并以基层医疗为核心的综合医疗体
系”，香港医学界认为，香港的医疗
体系也应重新定位，更切合 21 世纪
的时代需求。积极改善基层医疗、
日间及小区护理服务则是改革的重
点努力方向。

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前局长杨永强说，
他喜见政府朝目标踏出了第一步，不过，未来
20年人口老化速度加快，情况刻不容缓。他希
望特区政府展现决心，加快落实有关计划，进
一步改善香港的医疗体系。

团结香港基金也就此议题不断进行调研，
发布报告和文章，给出切实建议。基金会希望
不久的将来，香港市民一旦遇到任何健康疑
难，都可以先在小区内求诊，并获得全面和以
人为本的健康管理、预防性护理和疾病治理，
减低他们对医院的依赖。长远令大众变得更健
康，同时减低社会对医疗的负担。

实际上，特区政府还在大力发展中医，利
用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减少患者住院就诊
频率。阮慧贤介绍，香港正积极计划于将军澳
设立中医医院。现时，在食物及卫生局辖下已
设立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负责监督及推
动中医医院发展、规划、招标、兴建及启用等
工作。食物及卫生局还与内地加强了中医药的
合作，包括临床中医师、药剂师的培养等。

“我从小就看父母做油纸伞，
他们很早就想让我传承这一工艺。
但 我 认 为 太 辛 苦 ， 当 时 并 不 想
做。”61岁的台湾油纸伞传承人林
荣君，近日在高雄美浓广进胜纸伞
工作室这样说。

在客家人占总人口约九成的美
浓，油纸伞是重要的文化载体。油
纸伞在客家文化中有“有子”之
义，过去客家女子出嫁时，父母会
送油纸伞做嫁妆，希望女儿为夫家
传宗接代。

美浓油纸伞可追溯至日据时
期。当时广东制伞师傅来台授艺，
林荣君的父亲是当地第一批学徒。
为感恩广东师傅，林父创办工作室
时取名“广进胜纸伞”。

“那个时代，只要家里有孩子
是油纸伞师傅，那么生活可以过得
很好。当时这行待遇较高。”林荣
君说。

全盛时期，美浓有 20 多家油
纸伞工厂，年产量约2万把。但至
上世纪 60 年代，布制伞等进入台
湾，油纸伞一度没落。林荣君的父
母坚持了下来，成为美浓仅存的油
纸伞家庭作坊。

20 多年前，年近不惑的林荣
君意识到，若不传承父母手艺，这
项传统文化恐将在台凋零。他毅然
放弃高薪工作回家制伞，“这是天

命，不可违”。
传统油纸伞工艺传承不易。林

荣君介绍，制伞包括伞骨制作、组
装、伞面贴纸、上桐油等工序。师
傅级别的制伞师完成一把油纸伞约
需一周，但每道工序通常要学三年
才能熟练，要较好地独自制作一把
伞，常需学10年以上。

广进胜纸伞工作室内，摆放着
刀具、夹子、毛笔等工具。林荣君
说，做伞骨时，一天内手指可能被
竹丝扎到数次，需及时夹出；上桐

油前，则要先拿捏好火候，把生桐
油煮熟，否则桐油发臭就不能用；
往伞骨绕线要做到心到、手到、眼
到，保证线间距离均匀，若有偏差
只能拆掉重绕。

工作室内墙上挂着“广结善
缘”的毛笔书法，门口贴着对联

“一伞可书古今情，片纸能写天下
意”。林荣君说，父母及他与太
太，都因伞结缘。送伞给朋友被赋
予“广结善缘”之意，台湾知名作
家三毛、林清玄等曾来买伞。

工作室内悬挂着一把逾 50 年
历史的古铜色油纸伞，这是林荣君
父亲所制。伞面随着岁月流逝，出
现数个破洞。林荣君舍不得修补，

“因为那样颜色就不一样了”。
“做文化传承工作，有没有心

很重要。除了坚持，还是坚持。”
已专注油纸伞文化传承 20 多年的
林荣君，数次提及“坚持”。

目前工作室旁设有 DIY 区供
游客体验，包括大陆游客在内，不
少人慕名而来。林荣君有时受邀做
相关讲座。在他影响下，33 岁的
儿子也已学习制伞8年。

林荣君说，制伞工艺传承需要
社会各界乃至官方支持，希望更多
人接触这项传统工艺。

如今，工作室墙上的制伞工序
照片已经泛黄。对工序了然于心的
林荣君认为，传统文化传承需创新。

除在伞面书写经典诗句，或创
作水墨画等传统系列外，林荣君及
太太吴剑瑛还探索剪纸、蓝染等创
新系列。

曾主要用于遮阳挡雨的油纸
伞，现今被视为艺术品，赋予更多
文化元素，不少人将油纸伞用于家
庭装饰或珍藏。

“文化是资产，不传承就会没
有掉，未来想重新获得将很难。”
林荣君说。

团结香港基金执行总编辑廖美香近日
分享了她在香港的一次就诊经历。“有一
次，家人将精油误用为眼药水，把左眼弄得
满眼通红。我陪伴家人去大埔医院看急症，
医生急忙问道：您是滴了什么进眼睛？滴了
多久？痛不痛？快拿出来看看？一连串的发
问，显然承受不小压力。当时我一方面敬佩
这位医生尽责，另一方面我看见后面候诊的
人龙，也就明白他不得不着急了。”

先进的公立医疗体系向来被视为香港
成为世界最长寿地区的重要因素之一。然
而，再完备的体系也会面临社会不断发展
带来的挑战。随着香港人口老龄化，医院
病人增多，急症室医护人手紧张、市民轮
候专科时间过长……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香港医疗制度要开启大变革了。

香港开启医疗制度大变革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香港开启医疗制度大变革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一把油纸伞 撑起两岸情
陈小愿 孔任远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胡瑶） 澳
门妇女联合总会近日举行庆祝“三
八”国际妇女节酒会，向澳门各界妇
女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驻澳门
联络办公室主任傅自应以及澳门社会
各界人士近800人出席了酒会。

崔世安致辞说，澳门实现“一国
两制”的历史性创举，为妇女发展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澳门妇女
刻苦耐劳、奋发向上，积极参与特区
各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进一步关心妇女生活和
工作，倡导注重家庭，传承良好家

风；着力培养妇女人才，支持妇女创
业创新就业，创造新业绩，成就人生
价值。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会长贺定一表
示，澳门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重
视和支持下，“一国两制”成功实
践，基本法全面落实。澳门特区政府
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友善环境，澳
门妇女积极参与特区建设，在社会发
展和家庭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实现
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进步、共繁荣的自
我价值。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成立于 1950
年，是爱国爱澳的非牟利社会服务团
体，其会员来自澳门各阶层 18 岁以
上的妇女，现有会员3万多人。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章利新、
刘斐） 台北动物园日前透露，大陆赠
台雌性大熊猫“圆圆”已达到发情高
峰，动物园方面已为“圆圆”进行3
次人工授精，希望能够把握住一年一
度的最佳繁殖时机。

据台北动物园发言人曹先绍介
绍，从2月18日开始，保育员观察到

“圆圆”进入发情期的迹象越来越明
显。动物园从各项行为指标及荷尔蒙
指数等专业数值研判，“圆圆”于 3
月2日达到发情高峰。

为把握最佳繁殖期，动物园大熊
猫繁殖工作小组分别于 1 日下午、2
日上午、3 日清晨 3 次为“圆圆”进
行人工授精。这次为“团团”和“圆
圆”繁殖服务的“红娘群”包括保育
员、兽医师及多位专家，其中来自四
川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专家周
应敏特别提供大熊猫繁殖非常宝贵的

实务经验，两岸专家一同为把握一年
一度的大熊猫黄金繁殖期而努力。

目前“团团”的体重为 119 公
斤，“圆圆”的体重为 110 公斤。在
最近的台湾4天连假中，动物园每日
涌入近4万名游客，大熊猫馆仍是最
受欢迎的馆舍之一。

曹先绍表示，很多眼尖的游客或
许已经发现，大熊猫馆最近几天常常
都只有“团团”和“圆圆”的孩子、
可爱的“圆仔”独挑大梁。这是为了

“团团”和“圆圆”的终身大事着
想，动物园配合“圆圆”的荷尔蒙指
数与行为样态，机动调整大猫熊个体
的活动地点。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
圆”于 2008 年 12 月赴台，次年的农
历大年初一首次与台湾民众见面。
2013 年 7 月，“圆圆”产下首只幼崽

“圆仔”。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
第三十六届香港国际珠宝展日前在香
港会展中心开幕。来自世界各地逾
2600 家参展商展示各款珠宝首饰，
也有商家将科技融入首饰设计，增添
趣味。

展会现场人头攒动，橱窗和展柜
的首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珠宝的款
式设计既有简约时尚，也有庄重华
丽，各有买家垂青。

展会同时吸引了科技公司参与，
将科技融入首饰设计中，增加首饰的
实用功能和趣味。来自香港的吻吻科
技集团研发了“珠宝芯片技术”，将
智能芯片藏于高密度陶瓷宝石中，再

将宝石镶嵌在手镯、项链、耳环等首
饰上。

吻吻科技销售主任郑美珊介绍，
这款智能首饰配合手机应用程序使
用，具有多项功能，包括充当手机自拍
遥控器、感应摩斯密码、发送信息等。

“当宝石转为红色，就代表手机
来了新短信。”郑美珊说，使用者还
可以设定，当手机离开身体超过 10
米，宝石就会发出提示，减少丢失手
机的机会。

展览一连5天，由香港贸易发展
局举办。除了展览，现场还有多场论
坛和研讨会，让业界人士互相交流，
了解市场最新资讯和发展方向等。

澳门举行酒会庆祝“三八”妇女节

台北动物园实施人工授精

赠台大熊猫“圆圆”有望再孕

香港国际珠宝展开幕

珠宝设计融入科技元素

▲ 一位香港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 （资料图片）

▲ 一家香港医院门口的急症室标识牌。 （资料图片）

▲ 林荣君在展示自己做的油纸伞。 陈小愿摄

▲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在台北动物园玩耍。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 模特在展示珠宝首饰。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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