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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受本港保釣
人士登釣魚島宣誓主權行動的感召， 「徒步中
國、保衛釣魚島」的河南人劉培溫，經過四十
八天跋涉，已到達福州，計劃下月二十日前後
抵達終點──日本駐港總領事館。他於昨日來
港探路，在啟豐二號上與本港保釣人士會面。
劉培溫呼籲國人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參與保釣
活動。

今年八月，正在武漢工作的劉培溫透過電
視看到本港保釣人士，乘啟豐二號保釣船，來
到釣魚島，並登島宣示主權的畫面，受到震撼
。他隨即放下工作，經過兩天籌備，最初希望
步行到海口，再想辦法乘船去釣魚島，後因種

種原因，改由武漢步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
經過四十八天的跋涉，劉培溫沿 107 國道

，離開武漢後改行 105 國道，途經江西、浙江
、福建省，現已抵達福州，中途有四人加入，
現有兩名女孩留下。他於昨日隻身來港探路，
在保釣船啟豐二號上，與登島行動的本港保釣
人士會面。劉培溫預計十一月二十日抵達終點
，計劃遞交抗議信予日本總領事館人員。

劉培溫於去年七月，因女友的一句玩笑話
，從河南步行到廣州，跋涉一千八百多公里，
欲向女友求婚，未果。事件在網絡引起熱議。

老翁染創傷弧菌亡
【本報訊】一名有長期病患的八十歲男子，感染創傷弧

菌於星期二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個案，初步發現該男
子上月三十日曾被蟹刺傷。個案已交由死因裁判官調查。

該男子於上月三十日出現發燒、嘔吐、頸痛及右邊面部
腫痛等徵狀，翌日入住屯門醫院接受治療。病人面部有瘀傷
，右眼周圍腫脹，病情其後轉壞，於星期二死亡。

死者於入院時抽取的血液樣本經化驗後，發現含有創傷
弧菌，衛生防護中心調查發現，死者於上月三十日曾被蟹刺
傷，其家居接觸者沒有出現病徵。調查仍在繼續。

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市民預防創傷弧菌感染，避免未經包
紮的傷口或破損的皮膚接觸海水或鹹水；應徹底清潔及妥善
包紮傷口；如需處理生的貝殼類海產或其他海鮮，應使用厚
膠手套；徹底煮熟海產，特別是貝類海產，如蠔、蜆和青口
等；及烹調貝類海產時，應煮至貝殼打開後才進食，並應妥
善將熟食和生的海產分開處理，以免交叉污染。

市民如出現感染病徵，例如持續皮膚紅腫、痛楚及有膿
等，應立即求醫。

換尿案兩被告囚三個月
官批嚴重失職 大減更生成效

必理痛傷風感冒熱飲回收
【本報訊】必理痛傷風感冒熱飲一個批次產品由於印

錯有效日期需要回收。衛生署昨日同意持牌藥物批發商葛
蘭素史克有限公司（葛蘭素）從市面自願回收必理痛傷風
感冒熱飲──蜜糖檸檬味一個批次的產品，因為部分盒裝
產品的包裝袋上所印刷的有效日期錯誤。

衛生署發言人說： 「葛蘭素接獲一名零售商的查詢後
發現有關的印刷錯誤。該批次（批號：2004）產品的正確
有效日期應為07-2014。印在產品外包裝盒上的有效日期正
確，但部分包裝袋的有效日期則誤印成07-2004。」

高院駁回特首選舉呈請
【本報訊】特首選舉落敗的何俊仁入稟法院申請延期

提出選舉呈請，昨日被高等法院駁回，法官指出，特首選
戰中，梁振英在電視論壇上質詢另一名候選人唐英年大宅
僭建問題，並不會令人聯想到梁宅無僭建，故梁並不涉及
失實陳述。

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表示，由於有關司法程序尚未
完成，呈請人可以在未來十四日上訴，故暫不作評論。何
俊仁則對裁決失望，聲稱案件牽涉重大公眾利益，卻未能
進入公開審訊程序，他將與律師研究判詞，稍後決定會否
上訴。

高院法官林文瀚表示，他在裁決前翻看今年三月的特
首選舉論壇錄影片段，認為梁振英當日質詢另一候選人唐
英年時，大家討論的焦點是唐英年的僭建醜聞，沒有人會
聯想到是梁振英聲稱自己的大宅沒有僭建。法官指要構成
選舉中的失實陳述，錯誤或誤導的資料必須來自言論本身
，並非發布者之前或之後的行為，因此，只要梁振英在宣
布參選後從來沒有表示過自己的大宅沒有僭建，他便沒有
發布失實陳述。

兩名被告分別是前懲教主任鄧貴文（四十九歲）
，前一級助理懲教主任梁肇榮（五十三歲），准各以
五千元保釋外出，等候上訴。二人離開時沒有回應裁
決，梁肇榮所乘私家車離開時更曾涉嫌衝燈。

本案引起公眾高度關注，原於辯方向法庭呈交部
門的內部會議記錄，以證明上級言談間暗示他們 「篤
數」，指尿液頂包是署內不成文的行為；又提出釋囚
受監管期間再吸毒的個案數字，於兩被告在○九年被
捕後暴升，更生成功率則不升反跌，證明事件曝光後
真實情況才浮現，以此要求法庭展開可影響判刑結果
聆訊。

官上周否決 「篤數」 說法
不過裁判官上周五卻否決影響判刑的說法，指出

辯方呈堂的證據未能顯示上級確曾下令篤數，故不接
納辯方詮釋。裁判官又指出，控方早前傳召的四名懲
教人員，四人作供時口徑一致，表明不知道亦不容許
驗尿造假，且沒向下屬施壓篤數，供詞強而有力及可
信，相反兩被告說法卻顯得牽強。

裁判官在總結時稱，相信被告的行為是想偷懶，
或是釋囚再犯以及重新吸毒的數字恆常地高，令懲教
署人員感到氣餒，所以有人本着 「做夠數就算」的態
度做事，將案押後至昨日宣判。

辯方呈上被告同僚及家人撰寫的多封求情信，表
示二人有家室，梁已提早退休領取長俸，鄧則於數月
前離職，未屆退休年齡，長俸極可能化為烏有，希望
輕判他們毋須入獄。

昨日宣判時，法官亦表示，為兩名被告撰寫的求
情信，是他所讀過中最有感情的，可是兩名被告在喜
靈州戒毒所更生事務中心執行職務期間，沒有按指引
探訪釋囚，亦沒有記錄釋囚吸毒，當中第二被告更將
自己的尿液樣本與釋囚對調，是故意疏忽職守，嚴重

失職，不符市民對公職人員、尤其是紀律部隊人員的
期望，故判處二人各入獄三個月。

換自己尿瞞釋囚吸毒
案情透露，鄧及梁於案發時隸屬懲教署更生事務

組，負責按《戒毒所條例》對喜靈洲戒毒所的釋囚執行
為期一年的法定監管。按規定，釋囚在法定監管期間
違反監管條件會被再次送返喜靈洲戒毒所進行戒毒。

不過，鄧及梁卻在○九年四月八日至十一月二十
一日期間並無執行對十二名釋囚的監管令，亦沒有如
監管紀錄所述到釋囚的居所或工作地點進行探訪，在
多名釋囚提供尿液樣本時並不在場。他們又提交載有

不正確日期、時間、地點及／或同行職員資料的監管
記錄，亦沒有在監管記錄中記載其中兩名釋囚曾經承
認吸毒。

廉署接報展開調查，發現梁於該年九月九日在筲
箕灣某街道棄置四瓶尿液；五天後，他在同一地點棄
置另外兩瓶尿液。廉署人員檢獲該六瓶尿液，並交由
政府化驗所進行科學鑑證，發現它們屬於其中四名釋
囚的尿液樣本，當中含有微量毒品。

梁在警誡下接受廉署人員問話時，承認當釋囚承
認曾吸食毒品，他便會棄掉釋囚的尿液樣本，而提交
自己的尿液作化驗。廉署人員隨後拘捕鄧，經調查後
控告兩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

【本報訊】懲教署兩名前職員尿液頂
包案昨日宣判，暫委裁判官衛以寬批評被
告沒有按指引探訪釋囚，亦沒有紀錄釋囚
吸毒，且以自己的尿液與釋囚對調，是故
意疏忽職守，嚴重失職，令更生計劃成效
大大減低，不符市民對公職人員的期望，
判處二人各入獄三個月。

動靜皆宜
英國人鍾情壁球運動，香港回歸後自然留下不少

場館。那邊廂，市民喜歡的羽毛球、足球場地，訂場
不易；這邊廂，壁球場卻備受冷落。畢竟，壁球是
「小眾喜愛的運動」，場館空置租不出去，已成為康

文署頭痛的包袱。權宜之下，空置壁球場成了香港莘
莘學子大熱天溫習的好去處。世事難料，造物弄人，
此又見一樁！

時間：2012年5月1日
地點：太和體育館
記者：林良堅（圖）

梁世華（文）

【本報訊】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昨日舉行「飯盒會」，決定由
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擔任 「飯
盒會」召集人，民主黨、反對
派獨立議員、公民黨及工黨，
會依次序輪流派人擔任召集人
。至於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的
正、副主席，下周一會再開會
討論，但已出任七個年度財委
會主席的劉慧卿，就已去信全
體議員，游說支持她角逐該職
位。據了解，自由黨候任議員
張宇人亦有意角逐財委會主席
，有關選舉將於下周三議員宣
誓及選出立法會主席後進行。

【本報訊】本港有不少具歷史特色的文
物和地區，市區更新基金有限公司推出 「由
下以上」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鼓勵非政府機構、教育及學術團體，若擁有
如大坑蓮花宮等歷史建築物，可申請資助進
行保育活化，推廣地區特色，申請機構最高
可獲資助五百萬元，料首階段可批出約十個
項目。

市區重建局向市區更新信託基金撥款五
億元，由市區更新基金有限公司擔任信託人
和財產授予人，其重點工作是促進市區更新
範圍內進行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以改善舊
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市區更新基金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黃錦文表示，基金會為非政府機構
、教育及學術團體等提供財務資助，有興趣
機構現可申請撥款，明年一月底截止申請，
而每申請的資助上限不超過五百萬元，資助
期以兩年為限。

他舉例，本港不少廟宇，如大坑蓮花宮
甚具歷史價值，而且在舞火龍期間都吸引大
批市民前往，相信部分社團或學校亦有不少
古蹟，希望計劃有助鼓勵他們參與，讓大眾
有機會入內參觀。市區更新基金有限公司主
席梁祖彬也希望，挑選具實際和有創意的建
議書，協助有關申請機構將旗艦項目推廣向
外。

【本報訊】第十屆羅德文明對話論壇，周四（10
月4日）在希臘羅德島舉行，包括中國在內的20多個
國家的政府官員、民間和專家學者出席。文明對話論
壇創辦人及主席雅庫寧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
，參與全球的文明對話意義重大。鳳凰衛視董事局主
席、行政總裁劉長樂，也作為論壇特邀嘉賓參加了開
幕式，並且作了主旨發言，闡述文明對話的歷史與現
實意義。以下為劉長樂講話節錄：

有人說，世界的動盪不安源於 「文明的衝突」，
而且這種衝突愈來愈深刻地出現在我們的身邊。面對
這些嚴重的危機，東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在思考相互
依存的思路。怎能讓人們認識誰也離不開誰呢？人類
正站在21世紀多元文明發展新的十字路口，應何去何
從？要消除隔膜，也許應先去傾聽對方，理解不同文
明之間的差異必須從文明的對話開始。

怎樣以對話消弭人類的隔閡？在文明的對話中，
怎能學會先傾聽別人在講什麼？這樣的時刻，浸透着
宗教精神的東方價值觀—— 「包容」進入了人們的視
界，包容為我們提供了新思維。包容是智慧的，使我
們坐下來傾聽，在傾聽中包容。

古希臘文化交融啟示包容
我們此次論壇的東道國希臘，曾是歐洲文明的搖

籃，悠久的文明給後代留下了絢麗燦爛的文化遺產，
成為後代歐洲文明發展的源頭，它們是希臘人的，也
是全人類的無價瑰寶。古希臘文明在西元前2千年中
期，臻於極盛。在拜占庭和中世紀時期，希臘又是東

方文化和歐洲文化的交匯點。
包容的希臘語stego，有 「緊緊遮蔽」， 「以遮掩

來保護」， 「維持」， 「支持」的意思。早在14世紀
， 「包容」一詞就在法語裡出現了。在人類文明史上
，包容是具有普世價值的。

在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中，中國文化被認為是惟一
沒有中斷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中斷，原
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文
化有很強的包容性。正是這種包容性，維繫了中國文
化脈絡綿延不絕，它所哺育出來的民族精神維繫了中
華民族生生不息。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為主體的
文化。儒家主張思想文化的多元開放，這種文化理念
，使儒學不斷吸收和融合各家各派的思想，成為一種
綿延不絕的思想體系。另外，這多元開放的文化理念
深深的影響了中國文化，使之兼收並蓄，生生不息。

中國期待着文明對話
在全球化背景下，開明的中國更渴望與世界對話

，中國在傳統文化精粹中找到了包容的智慧，希望參
與到世界文明的對話中，更希望在文明的對話中找到
和諧，找到中國未來文明發展的座標。世界應該感覺
到中國人對於文明對話的自信和迫切。孔子生於中國
山東省的尼山，尼山論壇，即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也
因此選擇在那裡舉辦。

尼山論壇的舉辦是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
員長、著名文化學者許嘉璐倡議發起。首屆尼山世界

文明論壇於2010年9月在孔子出生地曲阜尼山舉辦，
主題是 「和而不同與和諧世界」。第二屆尼山世界文
明論壇於2012年5月舉辦，主題是 「和而不同與和諧
世界：信仰．道德．尊重．友愛」，有來自二十多個
國家的學者參會，舉辦《孔子與耶穌》、《孔子與蘇
格拉底》等52場分論壇會議，萬餘名觀眾傾聽會議發
言。

尼山論壇還曾赴法國巴黎舉辦分論壇專題會議。
尼山論壇得到了來自聯合國文明聯盟、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的積極回應，也得到了世界各國政要、各社會團
體及各方面知名學者的積極回應，論壇的影響力已經
開始在國際社會顯現。

尼山論壇與鳳凰衛視
我本人非常榮幸受許嘉璐先生的邀請，擔任尼山

論壇組委會的副主席，我所領導的鳳凰衛視，也成為
今次會議的媒體支援單位，直播了多場會議實況。

鳳凰衛視覆蓋全球180多個國家，鳳凰網每天最
高收視量可達到15億，成為具有影響力的華語媒體之
一。鳳凰衛視是中國社會日漸開放、開明的產物，也
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媒體。

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多元化走勢，正像各個大陸
板塊上孕育不同的文明的水系，最終是百川歸海，九
九歸一。同樣，東西方文化終將融會貫通，東西方社會
進步的路徑，也將是殊途同歸。用平等鋪路，無差別尊
重，立場交換，平等眾生——那就是求同存異的過程
，那就是多贏共和的結局，也就是包容智慧的體現。

劉長樂在歐談文明對話意義

保釣男徒步來港遞抗日函

市建推文物保育計劃
最高可資助500萬元

劉
慧
卿
再
逐
財
會
主
席

▲廉署調查發現，被告梁肇榮曾在街邊棄置釋囚尿
液樣本▲

鄧貴文未有記錄其中兩名釋囚曾經承認吸毒

▲行政總裁黃錦文指基金為非政
府及學術團體等提供財務資助

▼市區更新基金主席梁祖彬希望
挑選具實際和有創意的建議書

▲

劉培溫昨日來港探路，並在保釣船與保
釣人士會面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必理痛傷風感冒熱飲因印錯有效日期而需要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