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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出行新体验

看香港

他们在香港修文物

无人巴士亮相“双北”
本报记者

金

晨

洪雪华

郎翠妍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一次性手
套，如果旁观者没有被告知，她很容易被当成一
名医生。
“我也算医生，文物医生。”她打趣道。郎翠
妍是香港康文署文物修复办事处的一名文物修复
师。2009 年以来，她一直负责修复著名画家吴冠
中的油画和其他书画类文物。在修复的超过 100 幅
油画中，包括吴冠中的油画作品 《窄巷》《邂逅》
《村》 等。
文物修复办事处成立于 1999 年，是香港特区
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辖的一个组织，负责香
港博物馆及文物古迹的保存和修复。

修复工作完成后，团队决定把“葛量洪”号
从海上搬运到陆地上保存，但这种保存方式没有
先例可循。“葛量洪”号有 50 余年历史，在无法准
确预估船体刚性强度的情况下，如果搬运失败，
文物会二次受损，前期修复工作将功亏一篑。
“我当时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有任何闪
失，我需要引咎辞职，文物修复师的生涯也会画
上句号。”至今回忆起来，杨甦依旧捏了把汗。
2007 年 9 月 29 日，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修复
工作，位于香港鲗鱼涌公园的“葛量洪”号灭火
轮展览馆开幕。那天对杨甦而言意义非凡，她反
复端详着展览馆内的文物，热泪盈眶。

从“问诊”到“治愈”
油画自诞生起，就像人一样会自然老化，文物
修复师的使命是减缓老化的过程。动手之前，朗翠
妍要反复“问诊”三四遍后才“确诊”
。为制定修复
方案，化学专业出身的她要对画家的绘画经历熟记
于心。
为了修复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两幅人像油画 《农
民丹增》《西藏女牧兵》，朗翠妍花了半个月拟定修
复方案，一次次请教资深的文物修复师，但迟迟不
敢动手。
“根本急不来。”从入门的那一刻起她就被告
知，修复文物需要极大的耐心。
修复油画有严格步骤：清除表面灰尘及污
垢，稳定画布结构，修补画布并稳定颜料层，
去除原有光油和老化颜料，重新润色并涂上光
油，修补或改装画框，装框保存。修复时长一
般根据文物的状况决定，文物状况好的话，半
天时间就能修复好。如果文物状况很差，一年
以上是常事。
就像医生在垂危的病人面前的那种无力和无
奈，面对损坏严重的画作朗翠妍也会备受打击。
“有些油画根本无法修复。”很多时候，就算戴着
口罩也能闻到刺鼻的气味，打开油画时突然飞出
昆虫，或者在立体显微镜中看到昆虫卵。
她说自己不懂画，但合格的修复师要最大
限度保留画家的创作，不能添油加醋。干这行
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行规”：修复要有痕迹。让
观众在展览馆看到完整的文物，而文物修复师
一眼就看出修复的痕迹，理想的修复效果就达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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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看病不难也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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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澳
门重点发展的行
业之一。图为在
澳门科技大学中
药质量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学
生在进行检测。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摄

新北市民静态体验“智驾电动巴士”。

32 人，逾 100 万件文物
文物是什么？有人说，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
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
和遗迹。而在杨甦和朗翠妍这些文物修复师眼
中，文物是他们需要认真“治愈”的对象。
目前香港的文物修复师不足 100 位，其中文
物修复办事处有 32 位文物修复师，大部分年龄为
30 到 40 岁，他们负责康文署逾 100 万件文物的修
复和保存。
文物修复师郎翠妍在修复吴冠中的油画。
32 人，逾 100 万件文物，两个数字之间存在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极 大 失 衡 。“ 修 复 任 务 重 ， 但 人 才 短 缺 ， 怎 么
办？”杨甦也找不到答案。后来，文物修复处只好
采用权宜之计：按照文物状况和展览需求等排
一艘灭火轮“修”了三年零八个月
序，状况好的文物先保存，状况差的文物先修
复，参与展览的文物先修复。
已经年过六旬的杨甦在文物修复办事处负责
文物修复办事处成立 20 多年来，香港的文物
平面文物修复，郎翠妍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找她。
修复工作也在不断发展。2001 年，文物修复办事
对于有着 30 余年文物修复经验的杨甦而言，对那
处开展第一届义工计划，让普通市民参与文物修
艘长 38.9 米、宽 8.8 米、高 15 米的灭火轮“葛量
复 ， 仅 2015 年 文 物 修 复 办 事 处 就 招 收 152 位 义
洪”号的修复，是她毕生难忘的工作。
“那是我见过的修复难度最大的文物之一。” 工，至今累计招募义工数千人。
2019 年，特区政府康文署和北京故宫博物院
初见“葛量洪”号，当时已经有二十几年文物修
在香港科学馆举办展览“内里乾坤——故宫文物
复经验的杨甦坦言被吓到了。
修复展”，介绍如何将科学和技术应用于文物修
“葛量洪”号于 1953 年在黄埔船坞出厂并投入
复。此外，文物修复办事处加强与内地博物馆的
使用，直至 2002 年退役。这艘船最终被康文署保存
交流，文物修复师们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广东
下来，成为香港本地博物馆收藏的体积最大的文
省博物馆等地学习文物修复课程。
物。与一般文物不同，它属于历史船只类别，需要
文物修复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问诊”和
考虑更多修复细节。他们为此请教了海事专家、结
构工程师等多位专业人士。船内里还有多种文物， “治愈”，宛如时间的匠人，让尘封的文物重新焕
发光彩。杨甦说，他们修复的不只是文物，更是
包括消防金属头盔、消防帽、旧式通讯仪器、早期
文物背后珍贵的历史。
消防员合照等，修复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

到 上 周 末 ， 澳 门 累 计 10 名 新 冠
肺炎确诊患者均已康复出院，超过
30 天 没 有 新 增 病 例 。 澳 门 防 疫 卓 有
成效，除了归功于澳门特区政府应对
得当，也跟澳门相对成熟完善的医疗
条件有关。
澳门医疗最突出的优势在于拥有
健全的基层医疗网络。澳门只有一家
大型公立医院，就是当地人称之为山
顶医院的仁伯爵综合医院，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皆在此就诊。但澳门的社区
医院覆盖到各个街区，保证居民能够
得到快速、及时的医疗。
8 个社区卫生中心构成澳门基层
医疗服务大网。澳门居民去离家最近
的社区医疗服务点，步行不会超过 15
分钟。若要预约社区卫生中心，一周
内肯定会预约到时间。而在澳大利
亚、香港可能需要 1-2 个月；若是感
冒发烧或者其他急症，社区医生一般
能立即提供服务。
若出现社区医院无法处理的重大
疾病，患者会被转诊到公立医院。不
过，受限于病例较少、医疗资源等因
素，澳门公立医院在重大疾病等三级
优质医疗服务方面存在不足，一些复
杂棘手的医疗情况难以在本地解决。
为此，澳门形成了送外诊治机制，将
患者转诊至香港或内地医院，由特区
政府埋单。
为提高澳门医疗水平，特区政府
积极开展与内地和香港的医疗交流活
动，选派澳门医生和医学院学生到内
地、香港观摩学习，同时邀请内地和
香港专家赴澳门医疗机构交流支援。
澳门居民在公立医院和社区医院

（资料图片）

夜间没有公共交通可搭、轻轨捷运车站离家太远……随着无人
驾驶巴士在台北和新北相继落地路测，“双北”市民有望率先告别
这些城市出行的“疑难杂症”，体验智慧出行的便利。
台北市政府日前宣布将与台湾智慧驾驶公司合作，开展为期一
年的无人驾驶巴士测试，如测试顺利最快将于今年 9 月让市民体验
试乘。
“无人巴士的落地能够弥补夜间 12 点后没有捷运、公交车的空
缺。”台北市交通局长陈学台介绍，在道路测试期间，无人巴士将模
拟夜间运营环境，在末班公交收车后沿着信义路公交车道从中山南路
口一路“跑”到基隆路口，全程约 4.5 公里。测试车辆时速将不超过
30 公里，沿途道路都会安排相应安全员值守，确保无人巴士安全运
行。现阶段测试团队正在进行建置高精地图、智慧路口设施、充电
站等前期整备工作，预计将于 5 月启动实际道路测试，并逐步开放夜
间载客测试。
新北市政府则计划于本月起在淡水对“智驾电动巴士”进行道
路测试，为往返于淡海轻轨崁顶站和美丽新淡海影城的市民提供
“最后一公里”接驳服务。
GPS 定位、光达侦搜、道路信号标志识别、主动避障刹停……
在众多技术加持下，“智驾电动巴士”能够在复杂路况下按照规定路
线自动驾驶。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长林昭贤介绍，在巴士行进
中，驾驶系统能够通过车上及路侧的侦测设备收集行驶、路况信
息，将数据信息回传车上计算机处理，并用人工智能控制车辆运行。
“智驾巴士”此前已在封闭场地内测试超过 10 个月，区域实测地
图与运行路线均已录入驾驶系统。本月起将开始 1 个月不载客测试，
接下来将进行为期半年的载客测试，期间民众可免费试乘体验。若
运行顺利，新北将成为台湾首个以无人电动巴士提供公共接驳运输
服务的城市。
“希望自驾电动巴士成为新北最重要的一种运输载具。”新北市
长侯友宜表示，未来还将考虑向南延伸“智驾巴士”路线至淡水中
山北路、滨海路一带，形成环状接驳路线，依靠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端运算来做好管理，让智慧交通成为新北推动智能城市建设
中的龙头角色。

看病完全免费。不过，公立医院难免
有排队慢、缺少高端服务等问题，澳
门另有两家较大的私立医院，当澳门
居民需要更好、更快捷的医疗照护的
时候，可选择私立医院。
澳门的家庭医生制度和社区医院
一起撑起基层医疗体系。每个澳门居
民从出生开始，就会有自己的家庭医
生。一般情况下，这种“一对一”的
结对关系会长期保持，患者跟家庭医
生是熟人更是朋友。澳门居民自己去
公立医院求诊基本不会被接受，需要
带着家庭医生开具的介绍信。而当专
科医生完成医疗服务且患者病情稳定
后，又会转回社区，让家庭医生继续
随访病人。
澳门的家庭医生属于政府编制，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务员，薪水由
政府支付，同等级待遇与专科医生
完全一致。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丰富
的医疗服务，包括成人、儿童以及
妇科保健、产科检查、疫苗注射、
慢病管理、健康教育，甚至牙科护
理服务等。
澳门基层医疗系统除了服务本地
67 万多名居民，还要满足近 16 万的外
地人口以及每年约 3500 万旅客的医疗
需求。澳门初级卫生保障体系建立以
来，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太平洋地区
典范，高效稳定的系统让澳门人均寿
命高达 84 岁，位居全世界第二。
澳门最近几年的医疗开支约为 70
多亿澳门元，约占 GDP2%。同比横向
来看，美国为 16.2%，法国为 11.7%，
英国为 9.3%。由此可见，澳门的医疗
体系不但功能强大，且性价比颇高。

行摄澳门
澳门渔人码头是澳门首个主
题公园，欧式建筑和海景相得益
彰，风光宜人。
上图：游客在澳门渔人码头
拍照留影。
左图：女子穿着婚纱在澳门
渔人码头拍照。
新华社记者 王申摄

台湾今年难现“三月疯妈祖”盛况
本报电 （钟欣）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台湾多个妈祖宫庙先后取消或延
期举办出巡绕境活动，台湾地区历史悠
久的“三月疯妈祖”民俗盛况今年难现。
2 月底，台中大甲镇澜宫、白沙屯

拱天宫先后宣布妈祖绕境活动暂缓、延
期。依照近年惯例，年度大甲妈祖绕境
进香活动长达九天八夜，全程约 340 公
里，是台湾最盛大的绕境活动，已有上
百年历史。

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迓妈
祖”延传 300 多年，出巡期间的北港妈
犁轿、真人艺阁、百年艺阵被称为“台
湾 3 大炮”，每年吸引如织人潮。朝天宫
董监事会 3 月 9 日决定停办今年活动，是
该宫庙建立 300多年来首次停办。
台湾宜兰南方澳妈祖绕境活动在同
一天宣布取消，是该项绕境发起约 70
年来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