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恒鑌妻被屈分娩享特權
胎盤前置命危轉院 廣華澄清無特別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因性命危險而獲醫
生安排轉院也是「特事特
辦 」 ？ facebook 專 頁
「HA Secrets」昨日出現
一則帖文，稱一名「保皇
黨蚊怕水議員」向醫院高
層施壓，要求「特事特
辦」讓懷孕太太轉至廣華
醫院，並以「公院價」享
受私家頭等房服務，矛頭
直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恒鑌，而且言之鑿鑿。不
過，廣華醫院發言人昨日
隨即回應表示，院方未為
任 何 人 「 作 出 特 別 處
理」，住院費用亦按既定
標準收費。為陳太接生的
醫生昨日也出面澄清，指
出廣華並沒有私家症服
務，而陳太是因為有胎盤
前置問題，可能危及生
命，經醫生專業判斷而轉
院，抹黑謠言瞬間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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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挺陳恒鑌
Joy Ho：力撐你！繼續為港服務！

胡綽謙：涉及到生命危險而作出的安排，都
被講成濫權，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什麼事？立
場遮蓋了理性嗎？

李智能：選舉日臨（近）遭對方抹黑，乃正
常。只要問心無虧（愧），支持你的選民會
明白。

Ka Fung Cheung：臨近立選，傳媒總會抹
黑！陳議員，我地（哋）撐你！請大家認清
真相。

Benny Ng：各位真朋友幫手share（分享出
去）！唔好俾人亂屈亞（阿）Ben！

Cherries Ip Lau： 我 都 係 （ 住 ） 葵 誦
（涌），也因高危情況去左（咗）QE（伊利
沙伯醫院），咁又有特權，傳媒真係好黑
暗，不要再傷害他家人。

Wong Wong：選舉年，周圍都要搵黑材料

整理：鄭治祖

責「黃絲」洩私隱
Wong Wong：點解醫院容許員工爆病人私隱？解釋。

Ka Hung Ching：其實又帶出了另一個嚴重問題，
就是病人的私隱權原來一直被黃色政見醫務人員監
視，一有敵意（對）的人入院，所有私隱就不被保
障！

Yee Wan Chung：這個爆料人。一定是變態的。有膽
就行出來講。

黃棋章：為左（咗）立法會選舉，你地（哋）班人可
以抹黑到幾盡？連《蘋果（日報）》都幫手澄清左
（咗）廣華醫院員工冇被私（施）壓啦，擘大對眼自
己睇啦！

Winnie Lai：如果講雙人房or（或）單人房就係私家
房，咁醫院裏（裡）既（嘅）傳染病房咪全部都係私
家房？

整理：鄭治祖

根據「HA Secrets」謠傳，該名議員按居住
分區應被安排在「大西北區醫院（屯門醫

院）」，但卻「透過高層向前線施壓接收，令
九龍西聯網著名產子醫院（廣華醫院）及指定
顧問醫生跟進，前線敢怒不敢言」。不少網民
均猜測有關議員是今年3月喜獲麟兒、家住元朗
的陳恒鑌，事件迅速發酵流傳。

寄居外家依正常程序轉介
陳恒鑌昨日隨即回應傳媒，強調事件並無
「特事特辦」，並釐清事件的實情。他表示︰
「太太原於屯門醫院及私家醫生就診，於臨盆
前數月，醫生判斷太太情況不穩，可能對太太
及胎兒有性命危險，建議產前需臥床休息，及
有人照顧，故此被迫於臨盆前將太太遷往居於
九龍的親人家中暫住及照顧，而本人按正常程
序向屯門醫院申請轉往九龍廣華醫院產檢。」
他強調，所有醫療及住院安排均依從醫院決
定，他和家人衷心感激醫護人員的專業服務，
「希望這些謠傳不會對醫護人員構成壓力。」

婦產科主管證胎盤有問題
廣華醫院婦產科主管梁永昌亦證實，陳恒鑌
太太當時有胎盤前置問題，加上懷孕期間居於
母親在廣華醫院附近的住所，故屯門醫院將個
案轉介廣華醫院跟進，其間沒有任何「千億新

抱待遇」，與一般公家症無異。他又指出，廣
華醫院並沒有所謂的「私家症服務」。

住普通病房非「貼身服務」
此外，有消息指出，陳太胎盤前置屬「high
risk、emergency case（高危、緊急個案）」，需
有顧問醫生跟進，故並非任何「貼身服務」的
特殊待遇。至於陳太入住的病房，消息人士表
示並非私家病房，而是普通病房中的「Side
Ward」，有一兩張床。
廣華醫院發言人昨日回應事件時強調，院方

無對個別人士作出特別處理，純粹因應臨床情
況為產婦作出適切安排。發言人指出，按記
錄，有關病人因臨床需要轉至該院產科繼續跟
進。
公立醫院會按病人的臨床情況提供診治及護

理，如有需要，會由顧問醫生跟進及被安排至
普通病房內的獨立或雙人房以便照顧，住院費
用亦會按既定標準收費。
雖然不斷有官方說法釐清「HA Secrets」的謬
誤，但也有傳媒稱致電廣華醫院查詢後，獲職
員證實該院有一間只有一張床的獨立房間，並
按私家病房收費。本報記者昨日致電廣華醫院
進一步查詢，院方新聞負責人向記者表示，該
院自去年4月重建後，已取消私家病房服務，收
費標準一律按公眾病房每日$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不
少政黨都銳意年輕化，發展網上宣傳平
台。自由黨榮譽主席、新界東立法會議員
田北俊昨日表示，傳統派傳單等宣傳手法
已追不上時代，故必須改變以迎合年輕人
的新思維，以有趣方式向他們傳遞訊息。
此外，自由黨也會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年輕
化，吸納新選民支持。
田北俊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
初時接觸facebook不是為了選票，只為迎
合年輕人的新思維，「自由黨青年團早幾
年已經向我講，傳統派傳單等宣傳手法已
追不上時代，必須要改變。」他認為，

facebook也是有趣的平台，「就是同一件事
你這樣說可能只有幾百『like』，但用『曲
線』、暗示的說法可能會有幾千個
『like』。」
不過，田北俊坦言，「like數」能否轉化
為選票仍是未知數，故自由黨必須在今年立
法會選舉年輕化，「今次都做不到年輕化，
2020年已經太遲了。」他續說，年輕化是現
今全球的大趨勢，「無論如何有心，我都同
年輕人溝通唔到，但我們20多歲的年輕人，
都仲有機會與他們溝通。如果我們年輕人都
不出來參選，只得對面（反對派）的年輕
人，香港社會是否能平衡到聲音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熱血公
民（熱狗）」等人早前發起遊行，就「寵
物小精靈（Poké mon）」改名一事到日
本領事館請願，要求日本政府向任天堂施
壓，不准改名。日前任天堂正式宣佈，經
詳細檢討後決定將相關比賽舉辦日期延
後，至於何時舉辦，則暫時未有說法，遊
戲迷要等上數天至數周才會收到進一步消
息。
日前「熱血公民」只得約廿人的「十萬

伏特大遊行」引來大批網民恥笑，想不到
不止對保留舊名毫無作用，更令到香港遊
戲迷爭取多年的相關比賽延後。任天堂上

月31日宣佈可能會停辦或變更比賽之後，
協辦單位和不少粉絲都擔心多位出線在望
的香港玩家，或會因此失去出戰美國世界
賽的機會，坦言對此感到痛心。任天堂於
本月2日又再發出公告，表示經詳細檢討
後，決定將舉辦日期延後，「有關舉辦日
期及地點等詳情，我們將於數天至數周內
聯絡各耐心等待活動之玩家，敬請諒
解。」

粉絲批利用卡通搞政治
不少玩家對此感到失望。網民「Mik June」

就希望事件最終不會因少數搞事分子而告吹，

「唔好因為部分人影響大眾鐘（鍾）意
pokemon嘅訓練師。繼續舉報（辦）比賽。
繼續做好pokemon，鐘（鍾）意嘅人依然會
理解，唔中（鍾）意嘅人，點做佢哋都係會
唔理解。遊戲無政治！唔好利用咁童真嘅嘢
用嚟搞政治！愛你任天堂！」
不過，也有「熱血公民」支持者繼續粗言穢
語留言洗版，似乎是想令比賽正式告吹。「鄭
皓文」說︰「×，老任真係冇×用架（㗎），
話唔搞又搞，仲有做乜唔出精靈寶可夢個名呀？
官方名都唔夠膽出，無×用！」「Kelvin
Chuk」則說︰「我×你老母幾××時成間公
司死×哂（晒）佢呀垃×圾！」

自由黨fb「吸like」吸新選民 「熱狗」害寵物小精靈賽延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3月喜獲麟兒，但
昨日突然被人於 facebook 專頁「HA
Secrets」以「爆料」之名，作出毫無根
據的惡意造謠中傷，矛頭明顯對準建
制派陣營。社會有聲音直指，有人為
了作出政治攻擊和抹黑，完全無視從
政者和他們家人的病人私隱。有醫護
界人士直言，公眾人物的私隱同樣應
該受到保障，若有醫護人員洩露病人
私隱，是有違醫生專業守則，可向醫
委會投訴。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昨日

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絕對不贊
成這種胡亂揭露病人私隱的行為，相
信院方有保護病人私隱的制度。他強
調，公眾人物的私隱同樣應該受到保
障，並指出如果遇到有醫護人員行為
不恰當，應在保護病人私隱的前提
下，向院方高層或合適的部門投訴。
醫學會會董蔡堅也表示，若有醫護

人員洩露病人私隱，是有違醫生專業
守則，可向醫委會投訴。
醫管局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公立醫

院醫護人員在處理病人個人資料方面，
須依循及符合個人私隱條例的規定。

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割瘜
肉 一 事 在 facebook 專 頁 「HA
Secrets」被爆，再有民建聯議員陳
恒鑌的家人入院狀況被公開，當中

的內容不惜憑空捏造，矛頭一致對準民建聯，爆料時
間都在臨近選舉之時。不少網民昨日到陳恒鑌的fb留
言表示對陳的支持，不少人都認為有關做法是抹黑手
段，所以才將醫護的專業安排講成濫權；也有人擔憂
病人的私隱遭持不同政見的醫務人員所「監視」。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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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日，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委託本港三家網媒
開設調查，了解網民對張德江委員長視察
香港及「一帶一路」新商機的看法。截至
上月31日，共吸引 2,061位網民參加投
票。

「一國兩制」「一帶一路」反應正面
門戶網站的調查共有817人參與，結果
顯示：81%網民認為張德江為港人打氣讓
人「窩心」。在選項中，65%網民表示增
強了對「一國兩制」的信心；61%網民表
示看到參與「一帶一路」的機會；53%網
民表示感受到中央對青年置業和創科等問

題的關懷；43%網民表示注意到中央與
「泛民」改善關係。
564人參與了財經網站的調查，大部分網

民看到了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新機
遇。對此，86%網民表示自己是「好友」
或「大好友」；另有14%網民持保留態
度。
WeChat公眾號的民調有680位網民參

加，結果顯示，60%網民認為中央與「泛
民」繼續「融冰」的關鍵是反對派不「閂
埋道門」；24%網民則選擇「中央繼續打
開溝通大門」。
網民還就張德江視察香港議題發表評

論，「把握機遇、放下爭拗、着眼發展」

成為主流聲音。網民「Starry」表示，張德
江視察香港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支
持。
網民「Tony」留言說，「一國兩制」是
符合香港實際的好制度，中央和香港都有
責任維護好。網民「維港之濱」表示，香
港要把握好國家機遇，找到「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的結合點，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
網民「Sam Lai」表示，放低爭拗、共謀
發展才是正路！張德江視察香港期間，記
者關注香港討論區、親子王國和Uwants等
本港主流討論區，注意到大部分網民歡迎
張德江視察香港，為香港發展指路。

八成網民指張德江為港打氣「窩心」
■市民普
遍認為張
德江委員
長來港視
察，增強
了港人對
「一國兩
制」的信
心。
資料圖片

■■廣華醫院澄清無為任何人廣華醫院澄清無為任何人「「作出特別處理作出特別處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恒鑌早前榮升第二任爸爸，當時亦有向傳媒發
相，可見嬰兒放在保溫箱。 資料圖片

■陳恒鑌強調事件並無「特事特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