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A 24 ■責任編輯：朱朗文、謝孟宜

譚惠珠直言有議員「撳住」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譚惠珠早前指特首梁振英上任以
來的表現「相當努力」，敢於處理香港一
些「老大難」問題，但部分別有用心、過
往一直高喊「官商勾結」的政客，仍然
「撳住」特首，令他難以推展工作。有關
言論被個別傳媒曲解為「梁振英被大財團
撳住」，譚惠珠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澄清，
當日其實是指梁振英被議員「撳住」，只
是當時不想說得太直接，「禮貌上唔好對
議員太過尖刻」，強調當日回應主持提問
時，已默認是指議員。

與郭炳江通電話澄清誤會
譚惠珠透露，前日已與新地聯席主席郭炳
江通過電話，清楚解釋事件純屬誤會，「大
家好開心笑一輪，更互祝聖誕快樂……大家
都無問題。」她澄清，當日言論「絕對不是
說大財團的人」，強調當時只是舉一個「官
商勾結」例子，說明政客現時再無藉口鬧政
府「官商勾結」，並稱郭炳江當日回應傳媒
提問時，沒有聽過她說話的全文，「所以最

佳方法就係（跟郭炳江）直接講」。

發言主題重點或未被對焦
她續稱，即使有聽過當日她整段發言的

人，亦可能無將重點放在真正的主題，故傳
媒就其言論尋求不同人士回應時，往往無法
令有關回應「對焦」，「但（任何人）禮貌
上都要回應傳媒」，又自言經常被傳媒要求
回應個別人士的言論，但她堅持要看過全文
才作回應。她認為本港是文明社會，在非必
要的情況下，不要令他人感到不舒服，稱
「呢件事對我來講係解決咗」。
被問到梁振英是否得罪了大財團，譚惠珠
回應指，特首和政府做事要兼顧各階層利
益，符合均衡參與原則，「全個社會在某情
況下，都要give and take（施與受），唔使
針對大財團」。此外，對於港澳辦主任王光
亞早前指特首述職需匯報《基本法》的落實
情況，當中是否包括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
譚惠珠認為需視乎社會實際情況，加上現屆
政府亦曾表明不會將此工作放入議程，故認
為立法「可以慢慢嚟」，並不急切。

勞處打擊危險裝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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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府月初啟動為期
5個月的政制改革
首階段公眾諮詢，
透過不同途徑廣納
民意之餘，又以社
交網站、短片等互
聯網多媒體，呼籲
市民踴躍發表意
見，盡顯「有商有
量」。多名問責局
局長亦連日上載短

片「撐場」，繼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和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之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趁聖誕佳
節亦上載一段約半分鐘的短片，祝賀市民「聖誕快
樂」之餘，亦呼籲市民把握機會就政改發表意見。
政府為政改諮詢，在Youtube上設置「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公眾諮詢」頻道，頻
道上除了有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成員的短片外，多位問
責局局長亦先後趁聖誕佳節上載短片，呼籲市民踴躍
表達政改意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上載的短片，
提到聖誕節普天同慶，市民一起分享節日的喜悅與平
安，又表示藉政改諮詢機會都能夠同大家分享對政制
發展的看法，呼籲「一齊講一齊聽」，黎棟國又祝願
市民有個愉快溫馨的佳節。

下顎修復成功 易小玲再現歡顏
除口罩收「最好聖誕禮物」主診醫生料一周後可出院

易小玲於2010年經歷馬尼拉人質事件，
雖然在慘劇中幸存，但下顎因中槍而

碎裂變形，她雖然進行過多次手術，反令
臉頸部產生攣縮疤痕，下顎骨亦嚴重移
位。她在今個月前往台灣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並於上周三接受歷時12小時的顯微重
建手術，以鬆開及切除攣縮疤痕，並將下
顎骨回復原位，之後並以鈦金屬重建骨板
固定。

情況穩定 加護房轉至普通病房
易小玲接受手術已一星期，現時情況已

穩定，並由加護病房轉至普通病房。她接
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今次手術是從她的小
腿取出骨骼，重整下顎。雖然現在下巴有
點腫，終於見到自己完整的下巴，下巴外
表已接近原來面貌，現有的一些疤痕亦相
信可慢慢消除，故感到很滿意，更形容是
收到最好的聖誕禮物，亦證明今次到台灣
接受手術的決定無錯。

中午吃滷肉飯喝湯 胃口不錯
易小玲又指，手術前一直要吃流質食

物，昨日已可以進食固體食物，中午便吃

了滷肉飯，也喝了些湯，胃口不錯。她在
手術後已致電在港的兒子，為聖誕節不能
陪他過節道歉，但兒子對她可以陪伴過新
年仍感到很開心，她也希望化妝後可跟兒
子拍照，並期望自己的經歷可鼓勵遇到挫
敗的人不要氣餒，只要堅持總能捱過困
境。
易小玲在台的主診醫生魏福全表示，易

小玲昨日已沒有戴口罩，他亦很高興見到
易小玲第一次笑，並相信易緊張的心情已
紓解出來。他又指，易在加護病房時好像
被關於監獄裡面，現時終可看到外面的環
境，而且有朋友陪伴，可見易的心情已比
較愉快。

再做修補疤痕手術 可復原貌
魏福全又指，易小玲康復進展理想，之

後只要再做一些修補疤痕的手術，就可以
回復原貌，但下巴位置的皮瓣看起來與皮
肉顏色仍有點差距，要疤痕完全消失有一
定困難。魏福全預計易小玲約一周後便可
出院。而由於易在腿部的傷口還未康復，
她暫時需要坐輪椅，約2個月後可以走動，
並可在4個月後進行植牙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馬尼拉人質事件幸存者易小玲，上周三在

台灣進行長達12小時的重建下顎手術。昨日終於除下口罩、重現久違的

笑容的易小玲表示，終於見到自己完整的下巴，現在已經可以進食固體

食物。她更形容，這是「收到最好的聖誕禮物」。台灣主診醫生魏福全

則指，易小玲康復進展理想，預計一周後便可出院，4個月後可進行植牙

手術。他和醫院團隊將於今日召開記者會，交代手術過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魏福全預計
成功重建下顎的易小玲約4個月後可望植
牙。有牙科醫生表示，現時難以評估易小玲
能否植牙，屆時要檢視其牙床骨的血液供
應、循環及新陳代謝等因素，以確定牙床骨
是否健康，因為植牙用的植體其實會與牙床
骨的細胞進行骨質融合。
香港牙醫學會會長梁世民表示，現時難
以評估易小玲能否植牙，因為未知重建後的
下顎牙床骨是否健康，屆時要檢視其血液供
應、循環及新陳代謝等因素，因為只有健康
的牙床骨，其細胞才能與植牙用的植體進行

骨質融合。他補充，牙槽的深度及厚度都是
重要的一環，一般牙槽至少要深8毫米、厚
5毫米才適合接受植牙。

專家：植後不宜吃過硬食物
梁世民續說，每次植牙時能植的牙齒數

目沒有限制，要視乎病人的情況而定。他強
調，雖然植牙的像真度很高，但都不應咬過
分堅硬的食物，因為牙齒其實沒有想像中堅
硬，需要好好保護。他又提醒，患有牙周病
人士必須先穩定病情才可接受手術，而患糖
尿病人士由於對傷口癒合較難，故此亦需等

病情及血糖控制穩定才可接受手術。
究竟何謂植牙呢？植牙是指把身體能接受的

物料如鈦金屬，植入牙槽骨內，作為支撐假牙
的部分，然後在植體上鑲嵌人造牙冠、牙橋
或放置假牙托，以代替原有真牙的牙根。以
香港現今的植牙技術，大致可分為傳統植牙和
微創植牙。傳統植牙是先將牙肉割開，並在預
定的位置及角度鑽洞，嵌入植體，然後把牙齦
縫合；微創植牙則是透過電腦掃描，直接將鈦
金屬螺絲放入病人牙床骨，由於過程不需翻起
牙肉，有助減輕病人的痛楚，但成功率就可能
不及傳統植牙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
近年一直宣揚工業安全訊息，涉及裝
修及維修業的工業意外數字雖有減少
趨勢，由2011年的1,390宗減至去年
的1,173宗，但致命人數卻不減反增，
且農曆新年前夕裝修個案亦會增加。
勞工處遂於上月展開一項特別執法行
動，突擊巡查本港樓宇、屋苑，打擊
不安全裝修工程。在合共2,042次巡查
當中，勞工處合共發出283張暫時停
工通知書以及作出156宗檢控。

意外宗數減死亡反增
數字顯示，涉及裝修及維修業的工
業意外數字由2010年的1,422宗減至
去年的 1,173 宗，但死亡人數卻由
2010年的6人增至去年及今年的各9
人。而2011年至2013年因裝修及維修
工程意外致死的26人當中，多達19人
俱是從高處墮下而送命。
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胡偉雄指
出，上月的特別執法行動主要是到全
港各傳統舊型樓宇及屋苑，巡查工人
高處工作時有否做足安全準備，及工
序有否依足指示等，並在每個周六到
地區巡邏，並進行為期2周的工地突
擊巡查。

逾半檢控涉高處工作
勞工處在有關行動中合共發出283
張暫時停工通知書、145張敦促改善通
知書、394個口頭警告及作出156宗檢
控。檢控個案當中，逾半數屬於不安
全高處工作，包括沒有採取足夠步驟

防止工人墮下等。至於被勒令暫時停
工的個案當中，最大問題出於「懸空
竹棚架」的安全設備不足。胡偉雄又
謂，過去部分死亡個案只是從2米至3
米的高空墮下，呼籲僱主使用流動工
作台。
負責前線執法的勞工處二級職業安

全主任楊意鳳指出，巡查時會先到樓

宇附近觀察，當發現有不安全工作的
情況後，便會拍下照片作證以及日後
向法庭舉證之用，然後才會勸喻工人
停下工作，但盡量不要嚇怕他們，以
免他們失足從高處墮下，「部分工人
比較激動，甚至惡言相向，但只要耐
心一點向他們解釋清楚，他們都肯合
作」。

童「瀨夜尿」家長責怪或更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沚芊）小朋友若有「瀨

夜尿」問題，很多家長會覺得難以啟齒。兒科專科
醫生陳滿章表示，小孩在5歲至6歲間有「瀨夜尿」
情況，可以先觀察其發展，而女孩及男孩通常分別
於6歲及7歲之後便不會瀨尿，如發現有連續兩晚或
以上有夜遺尿的情況，就應及早求醫。陳滿章又呼
籲，父母不應怪責小朋友，而且過度體罰會令情況
更差，甚至影響小朋友心理發展，會出現自卑傾向
及心理壓力。
陳滿章表示，夜遺尿可分為「原發性夜遺尿」和「併

發性夜遺尿」兩種，「原發性夜遺尿」原因可能是父
母遺傳，如父母都有夜遺尿，子女有57%機會患上此
症。另外小孩夜遺尿亦與腦部發展有關，若小朋友在
出生時腦部受影響，很大機會患上夜遺尿。

情緒波動可致夜遺尿
而「併發性夜遺尿」原因可能是突然發生的事

情，引致情緒受影響，例如轉新學校、父母離異或
親人離世等；亦有可能是受病理影響，如尿道發
炎、腎病、糖尿病等，若發現腎臟有發炎病徵，應

及早求醫。
陳滿章指，一些父母認為小朋友「瀨夜尿」是不

乖，有22%教育水平較低的父母，對「瀨夜尿」的
子女施加體罰。他提醒家長，過度體罰會影響小朋
友心理發展，出現自卑傾向及心理壓力，更甚者成
年後會有反社會行為。

2%成人同困擾羞啟齒
陳滿章又解釋，有家長誤解小孩夜遺尿的情況長

大了就可自然解決，但其實只有15%能夠好轉，如
有女大學生仍被夜遺尿問題困擾，亦有28歲已婚婦
人有夜遺尿問題，嚴重影響夫妻關係。他透露，本
港約2%成人被夜遺尿困擾，但大部分人都不願意
啟齒。

醫生籲試用誘導治療
他補充，「瀨夜尿」可以試用誘導性治療，如不

尿床便獎勵，或設定鬧鐘提醒夜尿時間，但效果並
不理想。如果是「原發性夜遺尿」，可透過減低膀
胱敏感性的藥物治理。

飲五指毛桃湯 四口家中毒嘔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昨日表示，正調查一宗涉及一家四口懷疑飲用含五
指毛桃的湯水後中毒的個案，並呼籲市民不要在未
有諮詢醫護人員的情況下，服用自行採摘或購買回
來的不明來歷的藥用植物。
該個案涉及兩男兩女，年齡介乎34至64歲。他
們於本月23日在家中飲用自行烹調含有五指毛桃的
湯水後一小時內，先後出現暈眩、嘔吐、肌肉無力
和幻覺的情況。
其中兩名病人昨日到屯門醫院求醫，並入住急症

室病房接受治療，其餘兩人無須求醫。所有受影響

人士目前情況穩定。

外形似大茶藥根 疑店舖混淆藥材
調查發現涉及的五指毛桃是其中一名家庭成員於

多年前購買。衛生防護中心的調查仍在繼續。中心
發言人說：「由於五指毛桃外形與一些有毒的植物
或藥材（例如大茶藥根）相似，所以懷疑與藥材混
淆的情況有關。」發言人提醒市民購買藥用植物
時，應光顧有牌照及信譽良好的店舖。如服用藥用
植物後出現不適的情況，應立即徵詢醫護人員的意
見。

■譚惠珠澄清，當日言論其實是指梁振英被議員「撳
住」。 資料圖片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以短片祝
市民聖誕快樂，及在政改諮詢期
間發表意見。 網上截圖

■胡偉雄(左)指出，勞工處上月針對裝修及維修工程的特別執法行動，合共發
出283張暫時停工通知書及作出156宗檢控。 聶曉輝 攝

植牙須視乎牙床骨健康

■易小玲完成手術一周後，終可除下口罩示人。她更形容下巴
重現，是她「最好的聖誕禮物」。 有線截圖

■長庚醫院主診醫生魏福全料易小玲一周後可以出院。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