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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綜合症鍾永健 由包袱變父母驕傲
自強鬥頑疾殘奧奪金牌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舉辦「史提芬」傑出唐氏
綜合症人士選舉2012，鍾永健勇奪成人組冠軍。
鍾永健在體壇是響噹噹的人物，曾在香港特殊奧
運會的游泳賽奪金，更曾贏得騎術獎杯，以及赴
澳洲和上海等地參與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將永健自強不息的故事傳播各地，難怪其父母也
說：「是永健令我們的眼光更闊」。

座右銘是「靠自己」
一般人認為唐氏綜合症患者必須依靠別人，然

而帶永健踏上光輝人生舞台的座右銘卻是「靠自
己」。昨日他致謝辭時顯得有點緊張，良久未能

說出完整句字，當司儀打算代他表達時，他拒絕
說：「我要自己說。」

這種自強不息的性格原來源自父母一時的嫌
棄。鍾太表示，當醫生告知兒子患唐氏綜合症
時，她實在難以接受，「很想放棄，真想了結他
的生命便一了百了」，之後鍾太將永健交由別人
照顧，直至永健兩歲，她才慢慢接受現實，辭掉
工作全心照顧永健。

日常生活均要求自理
「當年每事都教他自己做，是我想早日擺脫他」

鍾太坦言，對永健的要求十分嚴格，一切日常生
活均要求永健自理，例如吃飯和如廁，「6歲他
便自己洗澡，不可養成依賴習慣」。直至永健上
學，她付出大量時間和精神栽培，但平常小童教
10次會懂，永健可能需要20次，「如仍未懂，我

便多教10次，前路漫漫，但我相信終有一天他可
以做得到。」

外表硬朗的鍾先生談及永健時眼泛淚光，坦言
曾經埋怨，但沒有放棄，「他是我的兒子，一定
要照顧，不可能放棄。」鍾先生勉勵其他唐氏綜
合症患者家長不要把子女困在家裡，不然便會扼
殺子女學習的機會，必須勇敢走進社區和人群。

劉理盈考獲芭蕾舞7級
是次選舉「兒童及青少年組」金獎得主劉理

盈，已考獲英國皇家芭蕾舞7級。劉太回想當年
女兒學行時，此症令她常常伸出舌頭，一旦跌倒
便容易令舌頭咬至流血，「看見她滿口血，很心
痛」，但她表示一定放手讓女兒站起來，豈料當
年學行比別人遲緩的理盈，如今已能飛躍舞台，
吸引眾人注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是永健

令我們的眼光更闊！」患有唐氏綜合症及

輕度智障的鍾永健，曾是親生父母眼中的

包袱，但嫌棄目光未有打倒永健改變命運

的決心，憑 自強不息的精神，在父母嚴

厲管教下，永健一步步學習自立，一次次

登上特殊奧運會的獎台上，泳賽奪金、騎

術獲獎⋯⋯締造無數次將不可能變可能的

傳奇，更由當年的包袱，搖身一變成為父

母的驕傲。

工聯爭取長者搭電車綠巴免費

國泰飛躍計劃 百青年圓夢

視障觸聽弱 刻苦備戰文憑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本年度
的施政報告建議，為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
士提供2元優惠價乘搭港鐵、專營巴士等
交通工具，但計劃未有涵蓋電車及全港專
線小巴。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潘佩
璆昨日聯同多名長者，要求當局將電車及
專線小巴一併納入計劃內，讓更多弱勢社
群受惠。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
有信心今年下半年推出該計劃。

王國興潘佩璆率眾請願
王國興及潘佩璆昨日聯同公共事業監察

組、多名社區人士及長者，以電車巡遊的
方式表達訴求。王國興及潘佩璆指出，電

車及專線小巴對港島區長
者及殘疾人士的生活息息
相關，如電車及專線小巴
未能納入計劃，勢必影響
他們對交通的選擇權利。

王國興表示，據電車公
司統計，每日乘坐電車的
長者近35,000人次，大多集
中在非繁忙時間，若政府
擴展乘車優惠至電車，使
長者能減省車費，估計每
年涉及金額僅約1,200萬
元。

另外，張建宗昨日出席
公開活動後表示，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
交通優惠計劃將於今屆政府任期完結前完
成，包括撥款和修訂法例的程序，加上交
通營運機構在硬件和軟件方面的配合，例
如八達通調校和電腦軟件調整等，有信心
今年下半年推出。

至於廣東計劃，當局希望在明年年中前
落實，他解釋計劃較複雜，要委任代理機
構在廣東協助長者申請計劃，當局需要進
行招標和審批等工作，中標機構亦要招募
和訓練人手，籌備需時。「但我們有信心
可按時間表和路線圖全力推進，我們現時
是爭分奪秒去做這件事。」

三分一港人歧視少數族裔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居港的少
數族裔人口持續上升，但有團體調查發現，
逾半華裔受訪者對少數族裔印象負面，約
1/3人不願意跟少數族裔人士接觸，甚至抗
拒與他們同坐公車。有少數族裔人士表示，
求職面試時曾因膚色太黑，竟被僱主戲弄，
讓他先去洗面令膚色「變白」，反映現今仍
有不少港人對少數族裔存有歧視和誤解。

對印巴接受度遠低歐美
香港融樂會由2007年中開始向出席該會活

動的華裔港人派發問卷，調查他們對少數族

裔的接受程度，截至今年初，共收回1,862份
問卷。結果發現，受訪者對巴基斯坦、非洲
及尼泊爾人士的接受程度最低，以13分為滿
分，他們僅得7.6分，相比歐美、日本人的平
均逾11分，明顯較低。調查亦發現，只有約
60%人接受與少數族裔人士同住一社區及一
同乘坐公車；而接受與他們成為親戚或結婚
對象的受訪者更少，只有約20%。

居港20年黑人處處碰壁
來自尼日利亞的Harry已居港逾20年，他

表示，求職屢屢碰壁，面試時曾因膚色太

黑，被僱主要求洗面，「僱主要求我把面洗
得白一點」；不單求職困難，連尋覓居所也
處處碰釘，他因不諳廣東話，曾耗兩年時間
覓新居所，結果需求助華裔朋友才找到容身
之所，可惜入住後未獲鄰居接納，「我一打
開門，他們便關門，連見也不想見到我們，
遑論成為朋友」。

融樂會期望政府加強公民教育，減少對少
數族裔的偏見和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林煥光表示，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是
該會重點工作之一，他促請民政事務局於地
區層面加強公民教育，消除歧視。

六成少數族裔體罰子女待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香港的少

數族裔家庭因缺乏支援，體罰或疏忽照顧兒
童的問題普遍。一項調查發現，60%受訪少
數族裔家長，會用體罰及責罵等方式懲罰子
女，當中逾40%人會掌摑子女；獨留兒童的
問題也十分嚴重，近40%受訪者曾將子女獨
留在家。負責調查的防止虐待兒童會指出，
有需要透過支援計劃為少數族裔家長提供更
多保護兒童的知識，並向家長灌輸正確的管
教知識，改善虐兒的情況及促進家庭和諧。

普遍缺乏保護兒童意識
防止虐待兒童會今年1月至2月期間，就少

數族裔家庭的管教子女情況進行問卷調查，
訪問126名國籍包括尼泊爾、巴基斯坦、印
度等的少數族裔家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
少數族裔家庭普遍缺乏保護兒童的意識，出
現各種家庭問題。調查發現，75名受訪者
(59.5%)表示曾以不同的方法懲罰子女，當中
有56人(74.7%)責罵子女，33人(44%)掌摑子
女，11人(14.7%)要求子女罰企，及有7人
(9%)以物件打子女。

獨留兒童在家情況嚴重
調查結果亦顯示，獨留兒童的情況十分嚴

重，有47人(37.3%)表示曾獨留兒童，當中以

獨留在家的情況最嚴重，佔38人(80.9%)，至
於獨留兒童的主因是父母需要工作，佔29人
(61.7%)。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何愛珠博士表示，
一次的疏忽照顧足以致命。她認為，當局需
要為少數族裔家長灌輸更多保護兒童的知
識，減少獨留兒童的情況。

該機構將透過「少數族裔和諧家庭計劃」
針對有關的問題，向少數族裔家長灌輸正面
的管教知識，改善虐兒的情況及促進家庭和
諧，透過一系列的管教子女技巧課程，協助
少數族裔家庭改善親子關係及融入本港的生
活。

馬匹拍賣 標王900萬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2012年香港
國際馬匹拍賣會昨日於沙田馬場舉行，拍
賣氣氛熱烈，總成交價刷新歷年紀錄，高
達1.1444億港元。首兩匹身價最高的「馬
王」均是「燈塔島」的子嗣，成交價分別
是900萬港元及800萬港元，雙雙打破歷年
最高拍賣價馬匹紀錄。

26駒總值1.14億 16匹逾400萬
今屆香港國際馬匹拍賣會共拍賣26匹名

駒，最後全數售出，總成交價高達1.1444

億港元，超過去年9,410萬港元
的紀錄，更是連續第2年創下成
交新高。昨日的拍賣會，各馬
匹的成交價中位價為400萬港
元，但由於今年拍賣馬匹的數
目較去年多6匹，拖低平均拍賣
價至440萬港元，稍遜於去年470
萬港元的水平。

昨日競投氣氛劇烈，在26匹
名駒中，有16匹的售價達400萬
港元或以上，其中14號名駒創
下歷年最高成交價紀錄，達900
萬港元，該馬的父親是「燈塔

島」，而母親則為曾勝出1,200米賽事的
Undercover。第2最高成交價是11號的馬
匹，同樣是「燈塔島」的子嗣，而母系則
為Verdict Declared，成交價達800萬港
元。

今屆最高和第2高身價的馬匹，均打破
2006年由「絕塵」和2011年「天佑八方」
所創下750萬港元的最高拍賣價紀錄。而
昨日第3高成交價是2號拍賣馬匹，牠是一
匹出自父系Flying Spur的閹馬，最後以700
萬港元成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陳寶瑤）

100名青年昨日朝飛行夢想邁出一步。新
一屆國泰航空「飛躍理想計劃」昨日啟
航，新學員將透過連串活動，加深對航空
業的知識，並在社區服務中學以致用。今
年20歲的林日澄，5歲已夢想飛行，16歲
那年透過計劃實現了飛行夢，首次嘗到駕
駛民航客機的滋味，一生難忘，他現時正
在大學攻讀航空學系，立志畢業後要當飛
機師。

參觀機場設施飛機維修
為期6個月的「飛躍理想計劃」啟航典

禮昨日舉行，主禮嘉賓包括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民航處處長羅崇文，以及國
泰航空行政總裁史樂山。國泰發言人表
示，今年總共收到1,700多份報名表，較
去年的1,100份踴躍，為加深學員對航空

服務的認識，今年特別安排學員參觀香港
國際機場各主要設施，例如控制塔及飛機
維修等。所有學員也有機會參加一項外地
考察活動，例如前往阿德萊德參與飛行培
訓課程、參觀西雅圖波音飛機廠，或到上
海的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探訪。

16歲親駕民航機上藍天
林日澄是2007－2008年度的學員，透過

計劃他在16歲那年前往澳洲飛行學院參與
培訓，「第一次在專業人士陪同下，親手
將一架民航機飛上天空，一點都不害怕，
非常興奮，終於實現了兒時的夢想」。原
來他5歲時首次搭飛機，獲准進入駕駛艙
參觀，飛行夢已深烙在腦海中。現正修讀
航空學系的他表示，畢業後第一志願是當
飛機師，第二志願是飛機工程師，「總之
一定晉身航空業，這是我一生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失明並
不等於失去一切，亦可為一個人帶來新的視
野及角度。」這除是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
莊陳有的話，也是多位視障生身體力行所印
證的道理。視力上的缺失、甚至聽覺及觸覺
方面的不足，並沒有動搖他們學習的決心，
其中同為中五、分別就讀英華女學校的曾芷
君及英華書院的何睿知，正積極準備明年的

文憑試，他們都希望考入大學，並以自己的
所學所知，貢獻社會及幫助其他視障人士。

3刻苦奮鬥視障生獲獎
失明人協進會昨舉辦第四屆「李朱淑鈞基

金獎勵計劃」頒獎禮，表揚3名刻苦奮鬥、
獲取出眾學業成績的視障生。除曾芷君及何
睿知外，現讀香港大學文學院二年級的涂淑

怡亦有獲獎，每人獲得5,000元獎學金。
自小學起因眼壓過高而出現視力問題的睿

知，到現在剩下2%的視力，但並沒有因此
影響其開朗活潑的個性，更沒有令他在求學
路上卻步。除了4個必修科，他還修讀中
史、文學及經濟，比一般學生更為用功，更
銳意考獲3科5**級作為目標。他笑言自己

「1分耕耘，只有0.7分收穫」，但卻亦不介意
付出更多去補足餘下的0.3分。除了學業成績
出眾，他亦喜歡跑步、游泳，更曾在校際音
樂節的二胡比賽中取得亞軍，彷彿視力從來
不是他活得精彩的障礙。

苦練中文凸字學盲杖
將來可能會失去全部視力，睿知坦然表示

已作好心理準備，「現在正在苦練中文凸字
及學習用盲人杖。其實自己也抱 用時間買
希望的心態，希望將來可以找到治療的方
法。」

至於芷君則因先天視覺神經萎縮而失明，
也有聽障及觸覺微弱的問題，以致無法順利
使用聽覺輔助、讀屏軟件、或以指頭摸讀點
字，要比其他學生花上更多時時間和集中
力，去面對學習上的挑戰，但她校內成績依
然出眾，更希望克服文憑試，升讀大學文科
或社會科學，將來再以自己的學識去幫助其
他殘疾人士，貢獻社會。

■今屆「史提芬」傑出唐氏綜合症人士選舉金獎得主鍾永健在父母陪同下

出席頒獎禮，他感謝父母栽培。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右二）應邀為3名視障生頒獎，中間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王國興及潘佩璆昨聯同長者，要求當局將電車及全港專

線小巴亦納入2元乘車優惠計劃中。

■14號拍賣馬創下歷年最高成交價紀錄達900萬元。

■香港融樂會昨舉辦《愛「色」您我 傳城行動》嘉年華，望喚起社會

對少數族群的認識及文化敏感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來自尼日利亞的Harry雖居港

逾20年，但不論求職或日常生

活仍常感被歧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表示，協

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是該

會重點工作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