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餘下任期 力推醫療惠民舉措

女「無痛」母有愛 聖誕待奇跡
少女腳傷輪椅伴終身 媽媽許願只求「她每日可行一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健康非

必然，且行且珍惜。年僅18歲的蕙心

因基因變異，自小失卻痛覺，成為本

港首名「全身無痛」患者，加上多年

前意外跌傷雙腳後，傷口持續惡化，

逐漸失去行走能力，終身需與輪椅為

伴。迎來聖誕，她希望可再次跑步及

逛街，以及身體健康。蕙心媽媽亦坦

言，會盡母親的責任，盡力照顧愛女

的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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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人有旦夕禍福，
常保持樂觀積極的人生
態度相信是解決困難的
第一步。凝凝10歲時因
脊柱嚴重側彎，先後接
受兩次大手術以矯正側
彎角度，但術後因背部
套着固定骨架上學，被
同 學 取 笑 似 「 機 械
人」。面對同學的譏
笑，凝凝以開朗樂觀態
度面對，現在更很開心可恢復健康，想
一嘗過去未曾試過的運動，如滑雪及溜
冰等。
現年15歲、就讀中三的凝凝因遺傳家
族病史，幼時已有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
彎問題，5年前雙肩不平衡，高低膊異
常，具警覺性的母親隨即發現其脊柱呈
S形，故立即求醫。
她指出，本來已定期每個月覆診一
次，檢查脊柱側彎情況，但當時醫生告
知其側彎角度一個月內，由50度上升10
度至60度，有壓住心臟的危機，故即時
排期接受手術。
過去一年半內，凝凝分別在大口環根

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及瑪麗醫院接受
兩次、各8小時的先進磁力生長棒矯
正，在脊柱置入約三十粒螺絲，以矯正
側彎角度，成功把脊柱側彎角度下降至

20度，恢復以往的活動
能力。

術後難外出
5次聖誕家中過
凝凝表示，由於醫生

警告不可受傷，故由5年
前發病至今，父母均不
願自己外出，因此過去5
次的聖誕節均在家中休
養度過，從未外出慶
祝。

她又指，中一術後復課，因背部套着
固定骨架，故曾被數名男同學取笑步行
時，如同「機械人」。
雖然曾對同學的取笑感到不開心，但

凝凝直言自己性格很開朗樂觀，「連媽
媽都稱讚我堅強」，故並沒有被同輩的
取笑打倒。
她表示，母親在其患病時情緒低落，
自己還可以反過來安慰她，有時背部疼
痛難耐時，就自行服食止痛藥，未有告
訴父母以免令他們擔心。
凝凝現時脊柱仍置入8粒螺絲，步行

時仍會感到輕微痛楚，不可長時間保持
同一個姿勢，加上上學時不能隨意在課
堂中趴下，故「返學要忍痛」。
事隔5年，再次迎來聖誕節的凝凝表
示，很開心可恢復健康，渴望一嘗過去
未曾試過的運動，如滑雪、溜冰。

脊彎女笑對取笑 盼病癒滑雪溜冰

迎來聖誕，醫
生亦難得地脫下
白袍，與一眾病
友同享節日歡
樂。醫管局港島

西醫院聯網總監、瑪麗醫院行政
總監陸志聰昨日到大口環根德公
爵夫人兒童醫院，為留院病童舉
行聖誕派對，更戴上聖誕頭飾，
與眾多病童拍照留念；亦有醫生
首次化身聖誕老人，為病童送上
一絲節日溫暖。

聖誕老人是醫生
聖誕老人為病童帶來笑顏的同

時，扮演者本身亦受益良多。今
年中到該兒童醫院任職的麻醉科
專科醫生黃建瑋，昨日脫下嚴肅
的醫生白袍，改穿上紅袍，搖身
一變成為掛滿白鬍子的聖誕老

人。他笑言，至今仍未有病童認
出他的真面目，可謂扮演成功。

黃建瑋指，過去從未扮演聖誕
老人，今次首度粉墨登場，又指
聖誕老人及醫生分別在於前者戴
着「白鬍子面具」，後者戴着
「口罩面具」，不過前者較受歡
迎，病童會主動摸他的白鬍子，
並主動索取聖誕禮物。

戴上聖誕頭飾的陸志聰亦成為
「佈景板」，吸引不少市民及病
童拍照留念。他透露，來年將迎
來瑪麗醫院成立80周年，屆時將
有一連串慶祝活動。在廣華醫院
出世的他指，有次在該院成立周
年時，舊地重遊，令他倍感溫
馨，故現時正構思明年亦舉辦同
類的慶祝活動，邀請在瑪麗醫院
出世的市民重回舊地，共聚一
堂。 ■記者趙虹

脫白袍穿紅衣 杏林送禮也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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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而基層兒童更需
要機會讓他們發揮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昨日於網誌中表示，本屆特區政府十
分重視基層兒童福祉，對於培育兒童和青少
年工作的重視程度，絕對是「一個都不能
少」。他又指，政府透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兒童發展基金等多項政策支援基層家庭及培育兒童，冀促進弱
勢社群兒童的較長遠發展，以紓緩跨代貧窮。
張建宗昨日以「聖誕快樂─童聲童心譜和諧音韻」為題撰寫網
誌，他指出，兒童是社會的未來，每一個兒童都需要好好培育，政
府十分重視基層兒童福祉，多項政策新猷都是以支援基層家庭和培
育兒童為出發點，積極投放資源。

明年檢討低津 進一步完善
他表示，政府透過兒童發展基金、攜手扶弱基金及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等措施，以扶助弱勢社群及基層家庭的中小學生，其中低津
計劃截至本月23日，共批核32,169宗申請，涉及款額逾3.79億
元，受惠家庭逾2.86萬個，受惠人數約10.3萬人，當中約4.61萬人
為兒童或青少年，充分彰顯政府關愛弱勢兒童的施政理念，而明年
中會就低津計劃進行全面的政策檢討，以進一步完善計劃。
張建宗又指，社會福利署於本月至明年3月期間會邀請「攜手扶

弱基金」第三輪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款申請，鼓勵更多跨界別合
作，扶助弱勢社群和基層家庭的中小學生。
他強調，基層兒童往往缺少的只是「啟蒙」的機會，只要有好的
生命導師和適當的培育，每一個孩子都可以發掘和發揮自己的潛
能；而人力和人才是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之一，故政府對於培育兒
童和青少年工作的重視程度，絕對是「一個都不能少」。

■記者文森

培育基層童「一個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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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不少
發達城市選擇發展地下空間，疏導
人潮及紓緩塞車。政府擬在尖沙
咀、銅鑼灣及灣仔興建大型地下空
間，正在諮詢公眾至明年2月6日截
止，暫接獲1,200份意見，當中約
85%支持興建地下空間，3%反對，
其餘無表態。有報道指土木工程拓
展署指尖沙咀九龍公園地底面積較
大，預料可建成3處合共4層地庫，
擬設停車場、商舖、食肆、社區及
體育設施。
行政長官今年初發表的施政報

告，提及制訂四個市區地下空間初
步總綱圖，和物色可優先推行的項
目。
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選定尖

沙咀西、銅鑼灣、跑馬地、金鐘/灣
仔四大策略區，發展地下空間，上
月初展開為期三個月的首階段公眾
諮詢。

研九龍公園規模最大
尖沙咀九龍公園、銅鑼灣維園、

灣仔修頓球場與灣仔運動場，均是
有潛力發展地下空間的選址。當中
以九龍公園的研究規模最大，政府
擬將地底變身為超級行人網絡，連
接西九文化區及彌敦道，地下街提
供零售、飲食、社區、休閒與文化
用途的設施。
報道引述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指尖沙咀屬商業區，初步收到的公
眾意見，並無反對在地下街加入商
業元素。若落實施工，游泳池與球
場均需要關閉。灣仔方面，當局收
到公眾意見指修頓球場的使用率
高，擔心工程影響市民使用球場。
至於發展地下空間的工程費，需視
乎工程規模及難度，要在概念進一
步發展後再作估算。
「城市地下空間發展：策略性地
區先導研究」的首階段公眾諮詢期
至明年2月6日，當局進行財務、技
術分析、研究公眾意見及提交報
告，並擬備地下空間發展總綱圖，
計劃明年底進行最後一輪公眾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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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人口老化，醫療發展非常重要。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西醫工會晚
宴時表示，將在餘下約半年任期
內，致力發展多個醫療層面，包括
推動公私營醫社協作、自願醫療保
障等有助民生的醫療政策。他承
認，本港面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醫
療挑戰，強調會抱持開放態度，以
創新、與時並進的態度，適時適切
發展本地醫療。
梁振英致辭時指出，擁有健康體魄
十分重要，否則難以為本地醫療、環
境建設、人手培訓、醫療科學等各方
面帶來發展。

增設施人手推公私協作

他指出，本屆政府尚餘下約半年任
期，將致力發展多個醫療層面，包括
預留 2,000 億元發展醫療設施等硬
件；預留地皮興建本港首間中醫院，
讓市民可享受中醫服務；加緊醫護人
手培訓；以及制定醫療政策，如推動
公私營醫社協作、自願醫療保障等，
以助發展民生醫療。
在梁振英推動下，劉鳴煒復修醫學

中心今年於香港開幕，該中心亦是瑞
典卡羅琳醫學院的首個海外分支，來
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員將聚首於新設施
內，進行復修醫學領域的研究，其中
一個主要目標是發展能復補受損或壞
死細胞組織的知識和工具。
梁振英指，因應醫療科技及技術日

新月異，進度非常，他亦早於2014

年 5月，聯同多名專家教授到訪瑞
典，探訪當地具歷史意義，且世界數
一數二的卡羅琳醫學院，向學院取
經，為香港醫療發展探路並尋求合作
機會。經過數個月的商討，卡羅琳學
院亦於去年決定在港設立首個海外分
支，並於今年 10 月落戶香港科學
園。

創新獲取最好醫療科學
梁振英指出，將尋求與各地專家

合作，致力發展香港的醫療，務必
與時並進。他承認，本港面對人口
老化所帶來的醫療挑戰，強調會抱
持開放態度，以創新方式獲取最好
的醫療科學，並且適時適切發展本
地醫療。

昨日迎來聖誕節，不少市民外出與親朋好友歡度節日，但
不少病童仍在院留醫，未能享受節日氣氛。香港弱能兒

童護助會暨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昨日秉承節日傳
統，約百名參與義工共同為80名留院病童舉行聖誕派對，並
向他們大派聖誕禮物。
早上約10時，穿戴整齊的儀仗隊打響頭炮，多名聖誕老人
隨後分別乘坐7輛開篷甲蟲「鹿車」進場，尾隨逾10名「狗
醫生」亦盛裝打扮，並穿戴聖誕飾物。早已在院外迎接探訪
隊伍的病童們引頸期盼，當中18歲的蕙心更是一臉笑容，現
場氣氛熱烈。
蕙心於6個月大時因高燒低燒反覆持續，加上抽血及打針
時毫無兒童應有的怕痛反應，引起醫護人員注意。經過檢查
後，最終確診患有遺傳性自主神經及感覺神經病變，喪失全
身對痛楚的感應能力。至2012年中，她不慎意外跌傷雙腳
後，情況就急劇惡化。

需腳托保護 接受物理治療
母親方女士指，由於女兒不知痛，若身體動作大而拉扯傷
口不自知，加劇關節損傷，導致關節鬆弛及膝關節積液，膝
蓋骨呈不正常扭曲。她又指，愛女由今年8月住院至今，時
刻需用膠腳托保護雙腳，日間亦要接受物理治療，慨嘆「女
兒已不會再有機會行返」。
作為單親媽媽的方女士指，女兒發展遲緩，智力發展較同
齡者慢，小時候已常不自覺咬手腕，更會咬舌頭致口部發出
臭味。她坦言，鑑於女兒失卻痛覺，擔憂術後的傷口反成為
加重其病情的源頭，故醫生亦難以施行改善腳部行走能力的
手術。

慈母：會盡責任照顧餘生
方女士表示，醫生已告知愛女壽命尚有約30年至40年，會

盡母親責任，盡力照顧她，聖誕願望就是「她每日可以自己
行到一小時就好了」。

在旁的蕙心則展露一臉天真的笑容，表示雖然未聽過有聖
誕老人，但很喜歡聖誕，皆因「好多人，好熱鬧」，又透露
聖誕願望是最想跑步及逛街，亦希望身體健康。

■張建宗日前出席兒童發展配對基金舉辦的聖誕頌歌節，與小朋友
一起唱出聖誕歌曲。 張建宗網誌圖片

■梁振英昨日出席西醫工會晚宴並致辭。 文森攝

■黃建瑋今年首次
扮 演 「 聖 誕 老
人」。 趙虹攝 ■陸志聰（中）與病童拍照留念。 趙虹攝

■凝凝渴望可一嘗過去未
曾試過的運動。 趙虹攝

■ 方 小 姐
（左）指女
兒已不會再
有 機 會 步
行。旁為蕙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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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聖誕老人」乘坐「鹿車」探訪留院病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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