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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人願做「大體老師」港大研擴建有幾多收幾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隨着大量宣傳教育，港人對捐獻遺體不如昔日忌諱。港大去年
8 月進行首個遺體捐贈意向調查，發現 51%人願意考慮捐獻遺體作「大體老師」。不過，港大醫
學院儲存遺體的空間及資源有限，去年無奈停收申請者的遺體，香港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系副教授
陳立基醫生昨日強調，遺體捐贈永不嫌多。港大目前正研究沙宣道一帶教學樓擴建可行性。

「大體老師」又稱「無言老師」，是醫學界對遺
體捐贈者的尊稱。遺體大多予醫科學生作人
體解剖，以熟習日後替不同病人施手術；亦給予醫生作
研究之用。陳立基表示，每年起碼預留 40 多具遺體予學
生及醫生使用，一旦不夠遺體，會影響醫學技術研究發
展。

課前莊重儀式寫悼辭致敬
調查發現不願意捐出遺體的受訪者中，近半數人擔心「不
肯定自己的遺體會被怎樣處理」，以及四成人擔心「自己的
遺體在處理時不獲尊重」。陳立基表示，每年開課前師生會
一同舉行莊重既嚴肅的儀式，向遺體致敬，學生亦會寫悼
辭。當遺體完成為期1年至4年的使命，即妥善安排火化，再
將骨灰交還其家人或撤放於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大體老
師」紀念花園。

調查於去年8月進行，透過電話成功訪問638位18歲以
上的香港居民，而跟捐贈遺體意向有關的因素包括年
輕、單身、沒有子女或受養人等。另外促使捐贈的原因
依次為「希望幫助他人」、「希望幫助醫學教育及研
究」，以及「離世後仍有所貢獻」。

學生：每次解剖心存感激
20 歲醫科二年級生劉珮行稱，其母於 2003 年患末期乳
癌逝世前，曾與她討論捐獻遺體，指自己受不少醫護人
員的悉心治療，希望在火化前能以遺留下的軀殼幫助其
他人。珮行表示自己每次在解剖課前，也對每具遺體心
存感激。她又說，「大體老師」供醫科生「落手落腳」
練習，並非從模型或電腦軟件可以比擬。
陳立基表示，現時遺體捐贈的數目已由 30 多年前的
每年一兩具遺體，增至最多 1 年有 50 多具遺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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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陳立基。
翁麗娜 攝
數字令人鼓舞。他認為研究結果顯示市民對遺體捐贈
有正面態度，認為過去多年的推廣工作有成果，看到
港人都非常熱心助人。港大目前正研究沙宣道一帶教
學樓擴建可行性，並盡量配合瑪麗醫院及醫學院重建
計劃。

高永文擬與區會商「街市改市集」

■戰國漢代嫁娶銅鏡、銀器首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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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禮金民初婚嫁上頭用具。

中式情人節 古董信物藏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
明日將是一年一度的「中式情人
節」元宵節，今年新地商場 apm 將
結合西方情人節的浪漫及農曆新年
的喜慶元素，在元宵佳節舉辦「古
董定情信物嫁妝珍藏展」，展示出
中式婚嫁珍品收藏家楊廣顥逾百件

由戰國、漢代、清代至清末民初的
定情信物及嫁妝珍品。當中包括彌
足珍貴的情侶同心鎖及平安鎖，戰
國漢代嫁娶銅鏡、清代婚嫁雲肩、
銀器首飾、珠寶髮釵、歷代禮金及
民初婚嫁上頭用具等。
楊廣顥昨日表示，不同的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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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不同時代的生活，自己向來鍾
情於婚嫁用品，但部分婚嫁用品難
以找尋，「遠到去外國的唐人街才
有。」他指，是次展覽中歷史最悠
久的，算得上是「戰國漢代嫁娶銅
鏡」，因鏡上的花紋，是以手工將
銀打造成的浮雕，寓意吉祥。另外
最稀有的是清代百日鎖，因寓意集
合百家的祝福。

重溫「白皮書」 助港人更加務實解決分歧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馮丹藜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一至三月展開，在新一年一面總結過去的
風雨歷程，一面規劃新的發展路向，對於港人來說，不論其持何
種政治立場，我覺得都有必要認真重溫一下白皮書，以務實的態
度解決分歧，始為香港新一年之福。

白皮書闡明中央政治立場
2014 年 6 月 10 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是上世
紀 80 年代香港回歸進程啟動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系
統全面總結的有關回歸歷程、「一國兩制」制度安排及
其實踐過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
就等各方面工作的文件，「白皮書」中中央政府對香港
管治的立場，與憲法的有關規定及基本法是一脈相承
的。比如：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
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
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
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
央具有監督權力。」這是早在 1982 年五屆人大第五次
會議通過憲法第三十一條，為設立特別行政區提供的憲
制依據，港人熟悉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都是中央政府的法律決定。而白皮書明確：
「中央直接行使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權力主體包
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
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如果以「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來否認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顯然是未能全面
領會憲法和基本法。我想說的是，不管是何種政治立
場，都必須認真讀懂「白皮書」，因為它足以讓港人回
歸理性，面對政改第二輪諮詢作出正確的回應。

原則問題無討價還價空間
當去年 6 月初白皮書發表之時，正是香港「佔中」山
雨欲來前夕，中央政府未雨綢繆，把中央政府一以貫之
的對港管治路線、方針、政策公告世人。對於大多數港
人來說，大家有了完整系統的法律、政策依據；對於反
對勢力來說，嚴正表明中央的立場，劃出中央的紅線。
這顯示了一個泱泱大國的中央政府磊落氣度和坦蕩胸
襟。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及中央政府堅定
支持特首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沉應對和處理「佔
中」亂港事件，堅決反對「港獨」言行等等，系列事實
都表明，中央政府嚴格履行了國家憲法、基本法和白皮
書的承諾。可惜的是，香港反對派勢力至今對政制發展
等原則問題，仍抱有投機商式的討價還價心態。從香港
回歸問題提出之初，鄧小平先生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會見時，就指出：「原則問題不容談判」。原則問題沒
有討價還價空間，這是中國政府一貫立場。準確把握白
皮書表達的原則，有益於本港社會政治生活。

解讀「政治幼稚病」
近年來，本港接連上演一些政治鬧劇。比如：「雙
學」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8．31 決定」，並向港

人道歉；有人衝闖駐港
部隊總部；有人揮動港
英旗幟在上水等街區
「驅蝗」；有人到英國
議會作證，要求英國政
府繼續實施 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學苑》鼓吹
「港獨」、「建軍」、「建國」及武裝暴動。善良的市
民視之為小丑跳樑。但不可忘記的是，當初「佔中三
丑」提出「佔領中環」設想，人們也以異想天開、虛張
聲勢視之；後來事實的發展毋庸我贅述。
法國學者路易斯．博洛爾經典著作《政治的罪惡》
（改革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指出：「政治本來是一門
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關於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但
是，政治這一美好的形象長期以來一直被許多錯誤的政
治原則所玷污。這些錯誤的政治原則在合法的外衣下把
政治變成了一種說謊與欺詐的騙術，甚至變成了一種搶
奪與壓榨的霸術。」回顧和細繹「佔中三丑」、「佔中
雙學」、「港獨《學苑》」種種貌似「政治幼稚病」的
表演，具備「說謊與欺詐的騙術」的特徵。或雄辯滔
滔、巧舌如簧，或書生意氣、迂腐木訥，但都顯然並非
真的「幼稚」。人們若相信其「幼稚」，那真是「幼
稚」。從本質上說，好像這種「政治幼稚病」基本上源
自上述「政治的罪惡」。

回歸理性不能讓香港變「輸家」
重溫白皮書，讓香港社會回歸理性務實。日前李嘉誠
先生就部分人反對自由行的極端行為，認為「過猶不
及」，直指假如即刻取消自由行，「股票將會下跌
1000 點以上」。作為腳踏實地的實業家，李嘉誠日前
屢次要求支持政改方案，「否則全港是輸家」。這就是
理性的聲音。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剛剛發表的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報
告內容，也充分體現了香港政府的理性務實，他指出：
解決社會上的問題需要對話而不是對立；針對年輕人的
發展，政府預算撥款 2 億多港幣，支援他們到內地交流
和實習，指出「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寄望年輕人乘涼
之餘，勿忘種樹，帶領香港走出明天之路。」儘管預算
案不會獲得部分人的認同，我始終認為，香港作為一個
區域的經濟體，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必須能夠走出去，才
能獲得發展空間，否則「塘水滾塘魚」是不會有出路
的。理性看，內地就是香港最好的經濟腹地，鼓勵年輕
人融入內地經濟發展是最合理的選擇；當然只要有競爭
力，任何地方都會有發展的空間，而且前輩港人不乏這
方面成功的先例。
香港繁榮是香港幾代人拚搏出來的，維護香港利益是
我們最務實的共同責任，事事以香港繁榮為念，才是面
向美好未來的正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昨晨於電台節目時透露，收到
地區民意代表反映，希望在現
行法例要求下，於地區舉辦以
小本經營及本土經濟角度營運
的市集，又指可考慮改造空置
率高的街市變成熟食市集，稍
後會與十八區區議會正副主席
商討。
高永文表示，社會上有聲
音希望舉辦這類小本經營及
本土經濟角度為主的市集，
目前有來自東涌、將軍澳及
天水圍等新市鎮的地區人士
向他反映。他指出，上述新
地區均有共同特點，就是街
上獨立店舖較少，如果區內

適合，政府願意與他們合
作，從規管角度協助他們，
期望能夠實現，但仍要視乎
市集是否會影響當區居民的
衛生及交通等問題，他稍後
會與十八區區議會正副主席
商討，探討哪些區域有興趣
發展。
他續稱，當局現正就固定小
販區的排檔進行防火安全改善
計劃，包括將走火通道附近檔
位遷移，預計會有檔販退還牌
照，相信屆時會有位置騰出，
讓當局重新發牌，當局亦會視
乎現有的大排檔有否改善空
間，並考慮將一些空置率高的
街市改造成熟食市集，迎合市
集需求。

更生 人勉學生：勿任性傷家人心

無位放遺體 想捐無得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雖曾
﹁ 誤入歧途，但不代表一生失敗。更生少

﹂

年阿健（化名）兩年多前因販毒被判入
歌連臣角懲教所，發現昔日所謂「兄
弟」消失了，反而家人不離不棄，深受
感動，決心改過。他昨日出席懲教署
「更生先鋒計劃」青少年座談會，以過
來人身份勸勉學生，勿因一時任性令家
人傷心，「如果不想靠別人畀機會你，
自己就不要做錯事。」
超過 400 名來自 16 間學校的中學生、
教師及社工昨日出席座談會，會上透過
話劇及問答環節，以互動模式讓同學設
身處地的代入，體會生活中的抉擇與掙
扎。曾在歌連臣角懲教所服刑將近 20 個
月、現年 20 歲的阿健，亦向一眾同學講
述自己過去的經歷及更生歷程。

嘆所謂「難兄難弟」實呃人

阿健憶述，當初誤交損友，為賺快錢
及好勝而販毒，結果被抓，家人到警局
保釋他，而且不斷哭，令他有了第一次
的反省，「自己以前經常發脾氣，甚至
用粗口罵家人，覺得好不孝，所謂『難
兄難弟』都是呃人，全部沒有出現。」
服刑 10 個月時，阿健因打架被延長刑
期，但家人仍不離不棄，令阿健決心改
過，獲釋後投身建造業擔任掘泥機操作員，又報
讀英語課程進修，誓要追回失去的時光。
應否坦誠告訴旁人曾經犯事的事實，是不少更
生人士需要抉擇的問題。阿健選擇坦白，「想證
明自己已在改變」，幸獲老闆接受，更不斷鼓勵
及耐心教導阿健，「我好彩，但其他人未必如我
般幸運」，他希望社會多給予更生人士機會及鼓
勵的同時，提醒學生「如果不想靠別人畀機會
你，自己就不要做錯事」。他又希望昔日身邊朋
友同樣覺醒，「如果對方不太壞就會傾多一點，
想幫得一個得一個。」
懲教署由2008年9月開始推行「更生先鋒計劃」，
主要與中學合作，透過一系列教育及參觀活動，包括
面晤在囚者計劃、
參觀香港懲教博物
館及教育講座，向
學生宣揚「奉公守
法」、「遠離毒
品」及「支持更
生」的信息。
懲教主任（更生
事務組）鍾慕怡表
示，學生於參觀活
動後主動向在囚者
送上心意卡，已足
■阿健以過來人身份勸勉學 令 在 囚 者 感 到 窩
生。
陳敏婷 攝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