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系列評論之三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為《大公報》創刊120
周年致賀信，希望《大公報》 「不忘初
心，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不
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為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
章。」 這既是向《大公報》和所有愛國
愛港媒體發出的響亮號召，也是向整個
香港社會發出的殷切召喚。《大公報》
將牢記囑託，做好創新融合發展，全力
提升影響力，與香港社會各界一道，在
新時代新征程上作出新貢獻。
總書記用 「立言為公，文章報國」
八個字，精闢概括了《大公報》120年
來在不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新時代所發
揮的積極作用，這是對《大公報》的高
度評價和充分肯定。時代在變，社會在
變，傳播的方式也在變，《大公報》同
仁清醒地認識到，要在新時代發揮更大
的作用，就不能停留在過去，必須與時
俱進。不論是傳播方式、內容建設，還
是對讀者的服務意識，都要因應新時代

的特點，求新求變。這也正是總書記賀
信對《大公報》提出的要求。
迎接新時代，《大公報》將順應時
代潮流，加快融合發展，服務香港及海
內外讀者，努力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引導社會各界進一
步全面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 的深刻內
涵，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區
憲制秩序；打造集思廣益的議政平台，
做好涉及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
福祉等重要課題的研究。務求以更優質
的內容、更有效的傳播、更積極的作
用，在促進人心回歸、推動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
的關鍵角色。
另一方面，銳意創新發展不止是對
《大公報》等愛國愛港傳媒的要求，同
時也是對香港社會和全體香港同胞的要
求。發展是硬道理，香港社會這些年在
民生和經濟方面累積了不少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必須通過發展來破解。發展不
是簡單地重走過去的道路，而是要有新

思維、新路向、新手段、新方法。中央
大力支持香港提升競爭力，國家 「十四
五」 規劃在香港原有 「四大中心」 角色
之外，又賦予了新四大中心功能，其中
之一是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這是將香港推上新台階的關鍵。此
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前海建設等
等，都為香港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只要
能做到以香港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
需，香港的前途無可限量。
再過兩個星期，香港將迎來回歸祖
國25周年的歷史時刻。習近平總書記的
賀信對《大公報》為代表的愛國愛港傳
媒是巨大的鼓舞，也必將為步入由治及
興關鍵時期的香港注入強大精神動力。
《大公報》在過去120年裏能發揮出積
極作用，也一定能夠在新的120年裏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大公報》全體同仁
將牢記總書記的囑託，不忘初心，弘揚
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踔厲奮發，
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
彩的時代篇章。



銳意創新發展 助力民族復興

要敲響疫情警鐘
昨日本港確診個案破千宗，
這是兩個多月來的第一次，疫情
反彈速度之快超乎許多市民的想
像。現在是控制疫情蔓延惡化的
關鍵時刻，特區政府需要及時強
化抗疫舉措，爭取在短時間內有
效管控疫情。
由今日開始，光顧酒吧等場
所的人士需要先展示24小時內有效
快測陰性證明。但此舉成效存
疑。快測陰性證明很容易造假，
雖然大多數市民守法，但知法犯
法、破壞抗疫大局的也並非個
案。從有人感染後故意到社區散
播病毒被起訴、多間酒吧違規經
營引爆疫情，再到警方拘捕多名
為豁免疫苗通行證而虛報確診者
等事例可見，抗疫舉措不能只是
表面工夫，必須要獲得實效。
如何杜絕快測造假？有建議
認為，在酒吧外設立快測場地，
現場進行測試。市面上有大量快
測劑出售，成本低廉，對消費者
或酒吧業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
事實上新加坡已經這樣做了。最

重要的是，現場快測，15分鐘就有
結果，這比政府原先規定的展示24
小時內有效陰性證明，更為精
準，也更能達到防疫目的。
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飲
食業也應採取同樣舉措。其實，
飲食業都是除罩消費的場所，過
去兩年多來食肆群組不斷爆發，
政府近月實施放寬措施後再有食
肆中招，這都說明目前的防疫舉
措已到了必須收緊的地步了。
收緊限聚措施難免影響商業
經營，但這是必要之舉，若坐視
不理導致疫情大爆發，到頭來香
港被迫實施更嚴格的限聚措施，
那樣的話業界的損失只會更大，
整個香港也會被拖累。眼前利益
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
益，需要分辨清楚。
還有，確診者居家隔離風險
太高，過去是沒有辦法而為之，
現在有了中央為香港建造的大量
隔離設施，必須充分利用。總
之，香港要敲響疫情
龍眠山
警鐘！



景賢里萬元私房菜 誰吃得起？
議員倡活化項目 應提供大眾化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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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團體
認為，活化
歷史建築不
能單靠美食
作招徠。
作招徠
。

返金鐘接送訪客。

下午茶每位400元 五星級價
導賞團團友在預定時，還可加購 「Tour
and Tea」 的品茶活動，大嘆普洱茶，亦可享
用中草藥糕點，價格約在100多元，而若想品
嘗更高級的普洱茶，則可付300至400元，享
用兩個半小時的餐點，可稱為中式 「High
Tea」 。搜尋資料顯示，現時五星級酒店的二
人下午茶約700元起跳，價錢相若。
景賢里還將設50年代為主題的音樂廳，
在星期五晚開放，人均收費為100多元左右，
場地上限為60人。景賢里的車庫部分，會改
造為新心靈體驗館，供市民做瑜伽及打坐，料
為 「大眾化」 價格。
對於私房菜一萬元一枱、下午茶每位收

費300至400元，關注歷史建築保育的立法會
議員林筱魯形容，不是一般的消費，笑說 「我
食唔起」 。他表示社企要維持收支平衡，在營
運計劃內，可能有些是賺錢的部分，有些是大
眾化價錢， 「拉上補下」 ，他關注一萬元一
枱，所得收益補貼了什麼，是否提供對社會有
貢獻、有價值的服務。有提供文化導賞團服務
的 「活現香港」 ，創辦人陳智遠表示，不評論
收費是否昂貴，認為加
入商業模式本身不是問
題，但應當利用、發揮
好古蹟的文化價值，而
非單純作為餐廳等用
途，而且需考慮會否吸
引客人前來，真正幫到
掃一掃 有片睇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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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擁有逾百年歷史的法定古蹟大潭篤
原水抽水站宿舍群，在第六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下，將變身為共融校園 「Earth Campus」 ，由 「護
．聯網」 慈善基金及海灣學校合作，預計提供150個
學額。營運機構表示，會在最小破壞原貌的情況下，
符合建築物條例規定；在返學及周末、放假時段有不
同參觀時段安排，設有水務博物館及導賞團，展示水
塘工程、蜑家人漁民及宿舍的歷史，亦會有藝術音樂
活動、身心靈健康課程等。
Lifewire《護．聯網》董事及斯程教育創辦人彭
一心昨日表示，幼兒學校目標為共融，希望主流及非
主流學生皆能享受同等教育，學校將接收3至8歲學
童，並提供海洋生態課程。為照顧不同學生的需求，
學校師資比例預料約1：8，而由於位置較為偏僻，學
校將安排校車服務。
至於在汀九的白樓，活化後成為 「國史教育中心
悠悠館」 ，加深大眾對環境、香港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另外設有特色餐廳，提供印度及中國美食。國史
教育中心校長兼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表示，希望讓
學生及社會人士參與歷史和自然環境的教育，未來場
地會以 「香港情、中國心、世界觀」 作主題，將有導
賞活動及工作坊供公眾人士參與。
三級歷史建築馬灣芳園書室則將活化成為 「創學
芳園」 ，二樓房間內設各類STEM器材如電腦、3D打
印機、鐳射切割器等，將加入創科元素的歷史、文化
及生態環境等活動，亦會舉辦導賞團，介紹馬灣其他
歷史文化古蹟，及自然環境。
大
▼潭篤抽水站宿舍群活化後將變身
為共融校園。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天大研究院聯同國際普洱茶協會、中醫
藥全球促進會獲選為景賢里的營運機構，天大
研究院香港政策研究所中心主任吳文華昨日表
示，景賢里活化後，將主要劃分為四個區域，
變為養生的學習中心，令市民對健康生活、普
洱茶、中醫藥有更多的體會，融合VR、AR等
科技，讓參觀者有更佳體驗；還會設有展覽
廳，展示本港由1930至1980年的變遷。
從主樓進入後，兩間飯廳將回復原有功
能，提供私房菜，由 「中華廚藝學院」 的退休
師傅擔任主廚，料每枱可容納約10人，一枱
起訂，定價為1萬元每枱，即人均1000元，每
晚最多筵開兩席。上午設有免費導賞團，料每
團不超過30人，參觀時間約30分鐘；每逢星
期二、三及四將開放予學校團體，而星期五、
六、日則開放予公眾，屆時會安排穿梭小巴往

▲景賢里內部裝飾美輪美奐。

大潭篤抽水站宿舍群變身共融校園

有八十多年歷史的法定古蹟
景賢里，在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
劃經歷兩次流標後，將在第六期
計劃下，活化為推廣中醫藥、普
洱 茶 的 養 生 殿 ， 預 計 2027
年
啟用。營運機構透露，除會提供
免費導賞團外，晚上會提供融入
藥膳元素的私房菜，收費預計為
一萬元一枱，並會有下午茶，收
費三百至四百元。
有立法會議員形容， 我都
食唔起！ 他建議活化項目可同
時提供大眾化的消費，讓市民有
選擇。有關注歷史建築的團體
認為，活化歷史建築的
主菜 ，應是發揮
古蹟的文化價值，而
非單靠美食招徠。
大公報記者
邵 穎、梁少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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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研電子搜救地圖 提高救援效率

▲警方昨聯同搜救隊伍到多個
地點測試R-Map。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 「R-Map」 可配合智能定位
手 錶 「R-Watch」 及 攝 錄 鏡 頭
「R-Cam」 一起使用。

【大公報訊】記者周亮恒報道：疫情下不能外
遊，多了市民行山及攀山，相關意外亦隨之增多。
警務處助理處長（資訊系統部）關翠貞表示，提高
救援效率，需靠科技協助，警方自行研發第一代電
子搜救地圖 「R-Map」 ，配合附有警隊應用程式
的 智 能 定 位 手 錶 「R-Watch」 及 攝 錄 鏡 頭
「R-Cam」 ，讓指揮中心充分掌握整個搜救情
況，便於協調各部門資源作出部署，提高成效。
根據警方數字，2021年共有951宗攀山拯救行
動，比2019年激增三倍有多。警方表示，山嶺的
天氣和環境千變萬化，救援人員未必能準確知悉自
己身處的位置，為搜尋帶來不確定性，加上現時缺
乏一個可供不同救援部隊使用的通訊平台，協作效

能往往受到影響。因此，警務處資訊系統部去年底
自行研發第一代電子搜救地圖R-Map，指揮中心
可精確掌握事發位置附近的山勢地形、周遭環境，
道路山徑網絡等資訊，有助於派遣救援隊伍時作出
準確指示。
另外，R-Watch更具備智能健康及環境感測
器，可實時監測人員身體狀況，包括心跳及步速，
以保障搜救人員安全。R-Watch為香港警察與科
創企業共同研發，為全球第一支使用該科技的執法
部隊。
搜救人員、搜救犬及無人機更可利用特別的攝
錄鏡頭R-Cam作現場直播，以4G/5G網絡將實時
超高清（4K）影像傳送至指揮中心，全方位了解現

場實況。
警方昨日聯同搜救隊伍到多個地點進行演習及
測試，其中在北潭涌模擬有一對夫婦，因金錢問題
發生糾紛，丈夫離家出走，太太事後收到
WhatsApp相片，背景顯示其丈夫位處太墩山，警
方及民安隊於是派員兵分
多路上山搜索，並配合
R-Map三合一由指揮中心
作出調動，加上航拍隊在
高空巡邏及觀察，最後在
附近山頭發現男事主位
置，經由飛行服務隊協助
掃一掃 有片睇
安全獲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