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咒罵吳克儉 辱人者被人辱

20172017年年88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香  港  新  聞A13 ■責任編輯：霍柏宇、鄭樂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

「毒品為害一生」這句話，很多人

都聽過，但總有人置若罔聞。現年

30歲的阿雪兩個月前在家中吸食

毒品時突發腦中風，躺在醫院病床

上整整一周，左半邊身體毫無知

覺，被醫生告知可能一世都要坐

輪椅。「那一刻始知驚，未想過

毒品的影響會這麼深，我不想這

麼年輕便什麼都做不到。」有18

年「毒齡」的阿雪曾因打架入懲

教所，見到他人因毒品變得「人

模鬼樣」，更曾因販毒入戒毒所1

年，但仍未令她醒悟，「直至自己

身體出事，我才真的感到害怕，下

定決心戒毒。」

轉介機制詳情
個案來源 個案數目 成功跟進數目

醫院 32 15

社署 12 11

學校 11 11

其他單位轉介 10 9

海關 6 1

律師樓 5 5

外來人士轉介 4 4

警察 3 2

小計 83 58

整體成功跟進比率：69.9%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憂一世坐輪椅 阿雪知驚戒毒
吸毒中風半身無知覺 盼以己經歷勸「毒友」回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現今年輕人吸毒愈來愈隱
蔽，亦容易受誘惑從事犯法行
為。
香港青年協會自去年6月起首

次引入跨專業轉介機制，與醫
院、社署、學校及警察等合作，
展開為期兩年半的「隱蔽吸毒及
干犯毒品罪行輔導計劃」，於過
去一年成功跟進79名隱蔽吸毒
青年及潛在或干犯毒品罪行的青
年，阿雪便是其中一人。

最細10歲吸毒 24人曾販毒
個案中最長「毒齡」達 18

年，吸毒時最低年齡為10歲，
參與販毒最低年齡為15歲。跟
進的79名青年平均「毒齡」為
6.36年，當中有24人曾參與販
毒。
註冊社工李少翠日前指出，

毒販慣常以「呃呃氹氹」、
「威嚇操控」及「訛稱計劃周
詳」等手法引誘年輕人販毒，
包括以免經驗、高薪或免費旅
遊為名，引誘青年走水貨，實
則暗藏毒品。
有青少年則因在社區受欺凌加

入黑社會，被人操控販毒，亦有
毒販訛稱計劃周詳，提供眼神、
對答、行路步姿訓練，讓青年人
誤以為可減低被捕風險，心存僥
倖。

她呼籲家長留意子女異常舉動，盡早發
現並制止，關注最新禁毒資訊向子女講解
相關法律知識，並對子女提供心理支持，
讓他們走出毒品陰影。

孩兒墮毒網 家人陷焦慮
青協同期還向42名「毒青」家人提供
協助，發現當中33.3%存在「重度焦慮」
情況。30.6%存在「中度焦慮」。若以0
分至10分衡量困擾程度，59.4%正承受接
近「極度困擾」（8分至10分），顯示年
輕人墮入毒網，亦令家人陷入焦慮。
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陳

文浩呼籲社會對「毒青」及其家人提供更
多協助，讓毒品「無機可乘」。
他指出，今次是全港首次建立跨專業機

制跟進隱蔽「毒青」，包括與全港8間醫
院、社署、海關、警察等合作，轉介有需
要青年接受社工輔導，初步運作成效良
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聯泰集團行政總裁、香港漁民團
體聯會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於
上月底聯同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
俊賢、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和香
港一班漁農界人士，專程到西太
平洋島國帛琉考察。陳亨利透
露，帛琉的自然環境很適合從事
漁業養殖，故構思在當地打造一
個「海上牧場」，仿效新加坡的
蘇州工業園模式，從食品源頭至
科研技術等一條龍發展，並會於
稍後向特區政府推銷該構思，期
望當局制訂一系列的扶助措施及
政策。

倡政府訂扶助政策
何俊賢和陳亨利此前和一班

「兄弟」到帛琉了解當地的養殖
海鮮、研發水產種類，及視察養
漁場條件等項目。何俊賢表示，
此行收穫頗豐，各漁民兄弟表現
雀躍，認為當地的經驗反映，第

一產業的發展並非外界所想的單
一化，只要大家願意行多一步，
就會發現處處商機。
陳亨利就介紹，帛琉的自然環

境很適合做漁業養殖，而當地政
府提出可預留250萬平方米海域，
吸引外資發展，倘香港漁農業可
以把握是次機會，就可以提升產
值、擴大市場。本地大學亦可以
利用當地進行各種科研項目，培
養不同的魚類品種。
由於涉及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合

作，香港漁業不能「單打獨
鬥」，他建議特區政府仿效新加
坡的蘇州工業園模式，與帛琉達
成合作協議，及向業界提供協
助，在當地打造「海上牧場」。

穩定食材供應 惠港經濟民生
何俊賢坦言，該建議涉及特區政

府多個政策部門，而要令當局由不
認識到願意投入資源推動，是一件
很艱鉅的事，必須配合民間訴求，

讓特區政府感受其重要性。
他強調，香港並無坐困愁城的

條件，應當有創新思維，及「衝
出1,000多平方公里」的精神，不
要自製框框，配合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為業界開拓更多商
機，香港擁有穩定的食材供應，
對經濟、民生均重要，更希望新
一屆政府能夠拿出新思維，協助
業界走出去。
何俊賢又認為，漁農業已非捕

養及出售般簡單，可以帶動飲食
業、旅遊業等發展。

漁農界盼打造帛琉「海上牧場」

阿雪17歲時在一班朋友影響下開始吸食
毒品，「喜歡那種感覺，一班人幾日

幾夜打麻將不用睡，仍然好精神。」
出事前，阿雪也曾見證身邊「毒友」身
體陸續出問題，「有人思覺失調，總有幻
覺，甚至跳樓，身體質素好差。」
但她仍未醒悟，總覺得「壞事不會發生
在自己身上。」

為錢去販毒 坐監當旅遊
28歲時，阿雪因販毒入戒毒所。她表
示，從前為錢不懂害怕，總覺得自己不會
這麼「不幸」被警察抓到，「就算入到去
(坐監)，我亦當是旅遊，裡面環境不錯
呢。」「無所謂」的心態始終未能令她意
識到毒品的禍害。
人非草木，阿雪在戒毒所期間，被告知
養育她長大的姑丈因病入院，令她十分擔

心，但因心知無法出去見對方一面，故傷
感一閃而過。出戒毒所後，她仍瞞着姑丈
姑媽繼續吸毒。

手指無知覺 吞嚥難完成
阿雪今年4月曾輕度中風，康復後卻「不
覺得是一回事」，直至兩個月前再度在家
中吸毒時中風，左半邊身體完全無知覺。
她說：「起初手指全無知覺，吞嚥亦難

完成，說不出話，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周，
無法轉身，無法吃東西，那一刻才懂害
怕。」
一直躺在床上，阿雪連思考都困難，
「吸毒對我的傷害，之前一直潛伏在身體
裡，終在那一天爆發。躺在床上什麼都做
不到，精神維持不到10分鐘。」醫生曾告
知她有可能一世都要坐輪椅。「我想對其
他吸毒的年輕人說，『醒來便知，不值

得！』」阿雪認為，只要有心，一定可將
毒癮戒掉。

勤練兩個月 方能去廁所
阿雪害怕自己真的一世都恢復不了，故
一直勤力練習，身體在中風一周半後開始
有少少反應，2個月後的今天，才可以自行
去洗手間，雖然講話仍略顯含糊，但已能
表達出自己的意思，「醫生都說我恢復的
速度驚人。」
「我想藉自己的故事讓其他『毒友』知
道，吸毒對身體的傷害真的很大，雖然我
知不易勸，但都想告訴他們我的故事。」
阿雪未出事前曾做過6年廚師，煮食是她的
興趣，她希望康復後能再當廚師，煮飯給
家人吃，只害怕身體狀況恢復不了。希望
已回頭是岸、學會珍惜生命的她會找回屬
於自己的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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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獨」分子
最可怕之

處，在於不斷煽動仇恨。近日網
絡流傳一幅截圖，顯示有「熱
狗」去年通過fb訊息，「恭喜」
時任教育局局長的吳克儉先後喪
妻及喪母，到近日突然接獲對方
回之「You too」（見圖）。儘管
未知是否改圖，但一眾「獨」人
即冷嘲熱諷，話吳克儉「冇風
度」喎。有網民看不過眼，狠批
「獨人」人格低劣。
疑 為 「 熱 狗 」 的 「Thomas

To」近期發帖並上載了一張與吳
克儉的fb訊息對話截圖，圖中可
見該網民在去年3月向吳克儉稱
「恭喜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
朝、死多幾個老母，局長」，3個
月後再向吳克儉發訊息，揶揄對
方喪母後再喪妻，但吳克儉一直
未有理睬。

聲稱吳克儉覆「You too」
該名網民聲稱，他近日突然收

到吳克儉回覆以「You too」，並

揶揄對方退休後不如「托籠雀」
去晨運，又建議他出聲明，澄清
發出「you too」信息者並非本
人，而是其妹妹或老婆云云。 一
眾「熱狗」亦起訌，聲稱吳克儉
「冇口得（德）」云云。
不少網民看不過眼，認為對個

別官員有不同看法也好，都不應
人身攻擊甚至侮辱其家人。
「Thomas Tam」狠批：「如果吳
克儉咁答都係叫冇口德，咁惡言
鬧佢同佢屋企人果（嗰）啲，
比×街更×街×家鏟啦！」
「Henry Lum」則指：「口出

惡言，不怕報應嗎？勸網民們積
下口德，咁樣唔係代表你正義，
係代表你既（嘅）人格低劣。」
「Yuetshing Yau」嘆道：「突
然間覺得有d（啲）香港人的內心
真係好醜惡，簡直豬狗不如。點
解可以咁無人性？就算你幾吾
（唔）滿意佢都好，都吾（唔）
洗（使）咁話人地（哋）掛
（啩）！」「Andrew Khm」則揶
揄道：「原 po 都係睇死人地
（哋）公眾人物唔夠薑還口先有

咁毒得咁毒咒人，宜（）家比
（俾）人一句還拖駁唔到就嬲嬲
豬po人上網，小學雞到……」
吳克儉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

示，他不會回應個別網民的言
行，又指 facebook Message 屬私
人事務範圍，「個別人士的言
論，我不回應，而且是私人事
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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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利陳亨利（（左左）、）、漁民代表羅漁民代表羅
廣財廣財、、何俊賢何俊賢（（右右））實地考察實地考察
魚類養殖技術魚類養殖技術。。 陳亨利供圖陳亨利供圖

■網上圖片

■負責跟進的社工彭子晴及阿雪（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計劃過去一年成功跟進計劃過去一年成功跟進7979
名隱蔽吸毒青年及潛在或干犯名隱蔽吸毒青年及潛在或干犯
毒品罪行的青年毒品罪行的青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