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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恩報盡思胎恩

母親節

根
婦尋
湯出一張紅紙，那是生父母黃堅、羅容當年把
玉蘭從手袋內取出一個小包，小心翼翼地拈

「你有恨過養父母刻意搬家，導

■「送帖」上寫 ：「各安天命，一送千秋」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子，卻未能對親生父母盡孝，以報答生育之恩，玉
蘭感到十分遺憾。

她送予湯氏夫婦的「送帖」。她一直珍而重之，視
恐親女餓死 送小康之家
之為瑰寶。
湯玉蘭，原名黃潔玲，是黃堅和羅容孻女，1959
53年過去了，對親生父母的思念一直讓玉蘭魂牽
夢繫，但她始終未得見父母容貌。人海茫茫，如果 年生。他們一家人原本居於筲箕灣成安街十字徑村
。上世紀50年代戰後，
生父母尚健在，應已屆87歲耄耋之年了。活了半輩 （現址為筲箕灣太安樓對面）
香港經濟蕭條，黃堅和羅容夫婦因要養育6名子
女，擔子十分沉重。由於生活艱苦，二人商議後，
決定替腹中玉蘭找戶好人家收養，以免女兒餓死。

養父母搬走 免生母反悔

母確實另有其人。但年紀小小的玉蘭考慮到養父養
母的感受，一直沒有向他們詢問身世。

病榻訴衷情 養恩不敢忘
養母一次重病，病中告知玉蘭身世，但坦然擔心
她離開兩老尋回親生父母。玉蘭為免養父養母難
過，遂答應在他們有生之年不會離開。她一直遵守
承諾、克盡孝道。直至去年養父養母相繼離世，玉
蘭方開始尋親之旅。

只盼問爸媽「身體好嗎」

縱使多年沒有問及藏在心中的疑團，卻沒有辦法
當時黃堅夫婦得知鄰居湯國林和朱嬌夫婦沒有兒 泯滅未宣之於口的嚮往。數十年來，玉蘭一直惦念
女，家境不錯，並且在村內開設士多「合興記」， 親生父母，在街上時總格外留神，禁不住細看每張
因此向湯氏夫婦提出收養事宜，最後湯氏夫婦應 途人面孔，生怕某位擦身而過的陌生人就是自己朝
允。那時候尚在襁褓的玉蘭，常常睡在「合興記」 思暮想的父母。玉蘭經常在想，如果找到親生父
門口一張小床上。精靈可愛的她活像個「生招 母，可會親口對爸媽說：「你們身體好嗎？」然後
牌」，不少街坊喜歡逗她玩，當中包括她的親生兄 一起上茶樓飲茶，已是她最大的母親節心願。
弟姊妹，其生母更經常從遠處偷看她。這場面令養
當問及她會否怨恨生父母當年把她送人，玉蘭
父養母十分擔心，害怕親生父母反悔，要求領回女 說：「不恨，我不恨他們。我知道他們也不想的，
兒，因此養父母在上世紀60年代搬往調景嶺居住， 哪位父母不愛惜子女呢？我知道他們 實有困難，
自此雙方失去聯絡。
怕我餓死，要是他們有經濟能力的話，一定不會把
玉蘭從小被同學取笑為「雜種」，原因是跟父母 我送人的⋯⋯」玉蘭眼眶有點濕了，手有點抖，重
長得不像。她起初不知自己身世，直至在某個午睡 複 ：「不會的，他們不會的⋯⋯」
夢醒時分，驚聞母親與姨母對話，赫然發現親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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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母：用錢買身份證無錯
天下父母無不視子女如命根，義無反顧為他 「雙非」父母急不及待
申領夢寐以求的出世
紙。不少父母手執出世
紙時如釋重負、展露笑
顏，就像已看見孩子美
好的將來，又怎會在乎
港人嬰兒有沒有床位、
是錢，用錢買身份證有何不對？」生兒育女彷彿是 社會整體利益是否被剝
基本人權，你有權我有權，也許，問題關鍵是其做 削？
法有否損害一樣要懷胎10月的港媽及香港整體利
悉港人反對
益。

▲ 們舖設康莊大道。對於「雙非」媽媽而言，香
褓 港出世紙已與美好前程劃上等號，哪怕是母嬰
抱 安危受威脅，也要「衝閘」產子；哪怕罔顧香
提 港社會整體利益，破壞內地「一孩政策」。不少
攜「雙非」媽媽仍矢口否認有違公平，更振振有詞
▼ 地高呼：「我有的是錢，香港醫院所需要的也

趕「尾班車」 只求出世紙
自從政府公布多項打擊「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措
施後，不少「雙非」父母為趕「尾班車」，千方萬
計來港誕可能是「末代」的「雙非嬰」。懷胎10月
本來已甚是艱苦，挺 肚子長途跋涉來港產子，更
是苦上加苦。「雙非」孕婦千辛萬苦，只求香港出
世紙一張，故香港各區出生登記處每日均可見大批

不▲
孝 致你與親人聯繫盡失嗎？」「沒有，
一點也沒有。他們（養父養母）對
怨感
動 我恩重如山，我對他們只有感恩，
養 天 無盡感恩⋯⋯倘若有第二世、第三
▼ 世，我都要做他們的子女」。湯玉蘭
父 說。
母 緊握養母手 情深說放心
得悉自己身世一刻，湯玉蘭不但沒有
隱 責怪養父養母一直隱瞞，反而強忍驚
瞞 愕，竭力裝作若無其事，為的就是不要

■雙非母親胡太表示，
為孩子未來 想天經地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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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出生登記處步出，得
意洋洋地與丈夫細看出
有何不對？」楊太首胎在內地分娩，第二胎為避
世紙。當記者問她對於港人「反雙非」看法，她的 「超生」罰款，故來港產子。她不認為做法「不道
笑顏頓時變得僵硬，「理直氣壯」地表示：「我有 德」，「孩子已在香港出生，根據現有法例是香港
的是錢，香港醫院所需要的也是錢，用錢買身份證 人，他自然可以享用香港福利」
。

不覺不道德

讓養父養母傷心。她緊握養母的手說：
「媽，你放心，我不會不理你們的！」

知
每天帶子女 調景嶺探望
真 知道真相後，玉蘭對養父養母尊敬有
相 加，更深感他們的偉大。為了恪守承諾，
尊 玉蘭一直沒有尋找親生父母，對養父養母
關懷備至。當玉蘭為人父母時，無論工作
敬 多疲累，每天都會帶長子和幼女坐船到調
景嶺探望兩老。幼女問玉蘭為甚麼要如此
有 辛勞？玉蘭道：「因為公公婆婆老了，我
加 要照顧他們。」
現在玉蘭長子已30歲，幼女29歲，兩
人皆十分孝順。女兒邀請玉蘭幫忙照顧
孫兒，玉蘭笑道：「我不湊，你自己湊
吧！」她希望女兒明白陪伴子女成長是
最珍貴、最無可取代的時光。她痛心時
下許多人不懂珍惜父母，「身在福中不
知福」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淑貞

稱孩子無辜 合法又合情
於理而言，根據現行香港法例，楊太做法合法。
在情而論，楊太明白為孩子爭取出生機會，難免侵
犯部分港人權利，令港人對「雙非童」生厭。最後
她收斂氣焰，流露普天下母親的慈愛與柔情：「儘
管改變不了他人目光，但孩子是無辜的。」
遏止「雙非」「風聲」收緊，「雙非」媽媽胡太
表示，來港分娩要先「過五關斬六將」。早前政府
嚴厲打擊中介活動，令家鄉中介人消失得無形無
蹤，一下子打亂了她為子女準備的「成為香港人」
計劃。胡太徬徨中輾轉認識一名熟悉香港醫療制度
的朋友，再四處「搭路拉線」，終完成生育大計。
胡太認為從父母角度出發，為孩子所做一切乃人之
常情，「社會大眾又何必過度反應？」
「雙非」父母石氏夫婦表示，孩子不能選擇自己
的出生，希望港人不要把矛頭指向無辜的孩子。石
先生更反駁說：「現在港人到內地工作已成趨勢，
搶我們工作就可以；我們經合法途徑來港生孩子，
就不行嗎？」他認為兩地距離日漸拉近，加上「雙
非嬰」能改善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有利兩地接軌，
港人何不接受他們，讓孩子在一個快樂環境中成
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內地母衝閘接生 港媽穿羊水苦等
▲ 母親懷胎10月，孩子出生日又稱
爭「母難日」，可見母親確實「唔易
先 做」。「雙非孕婦」襲港，當「港媽」
恐 更是難上加難。不少「港媽」尚未
後 分娩便已經扭盡六壬「撲床位」、爭
產檢名額。直至臨盆時，醫護忙於
▼ 處理「衝閘」「雙非孕婦」，「港媽」

當時穿羊水入院，產道早已開至10度， 是剛剛開始。為了帶希樂注射疫苗，傷 洗手盆。聶太看得目瞪口呆，嘆道：
必須分娩，但院內醫護忙於為「衝閘」 口發炎的痛唯有被迫拋諸腦後，到母嬰 「很不衛生。」
內地母親接生，護士竟要她「再等等！」 健康院與「雙非」媽媽「狹路相逢」
對於「雙非」母親，聶太表示絕不會
，再
次呆等、呆等，一等就是3小時。當時她 敵視她們。她也明白為人母親的心情，
產房「迫爆」 40%內地婦
看到一名內地母親在中介公司職員陪同 知道她們大灑千金來港產子，只為給子
產房被「雙非」孕婦「迫爆」
，以至走 下，不斷向護士要求插隊，又質問： 女最好的東西。她稱不介意內地孕婦循
廊布滿臨時病床，整個產房40%病人是 「為甚麼我要排隊？」
正規途徑來港享用私家醫院服務，但若
她們強行衝進急症室，只為讓子女取得
即使穿羊水也只能乾急。最終成功分 內地孕婦。護士催生聲音此起彼落，聶
尿倒洗手盆 嚇壞港媽媽
娩，難關接踵而來，與「雙非」爭奶 太在劇痛中，偶然聽見護士跟警員對
香港身份證，日後把父母申請來港，來
有多次「領教」
「雙非」孕婦經驗的聶 港後又申請綜援，則非但對本地孕婦不
粉、紙尿片、學位⋯⋯「一條龍」爭到 話：「有內地孕婦逾期留港產子。」她
太，對她們的插隊行為不感到詫異，因 公，長遠更對香港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底，令「港媽」吃不消。今年母親節， 強忍劇痛，近1小時後才分娩成功。
為更「經典」例子比比皆是。一次她接 她希望當局停止向「雙非嬰」提供居留
她們只有一個小小的願望：「落閘！」
內地母：為何要排隊﹖
受產前檢查，到洗手間抽取尿液樣本。 權，遏止「雙非」問題，還「港媽」舒
停止向「雙非嬰」提供居留權。
喜迎小生命，看
希樂一雙精靈的大
她等候期間，一名內地孕婦不排隊便直 適環境。
初為人母的「港媽」聶太，在公立醫
院誕下兒子希樂的經歷相當「驚險」
。她 眼睛，聶太以為苦盡甘來，豈料痛楚只 接衝進廁格，更把多餘的尿液直接倒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淑貞

■聶太與剛出生的希樂。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