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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專組「陽光下」納公眾意見

腦癌失聰都不怕 少年高歌《生命有價》

阿甄無悔獻肝 挺器捐不迷惘
「家書」慰桂思家人堅強振作 籲勿因事故撤捐贈登記

黃錦星歎消費文化阻減廢
本港公共醫療

人手不足、市民輪
診時間過長，早為

人所垢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已巡視醫管局七大聯網的醫院，了解前線
醫護人員的壓力，會繼續與醫管局跟進早前發
表的醫療人手檢討報告。她強調要積極爭取資
源，落實短、中、長期措施紓緩前線醫療人員
人手問題。

陳肇始：視察聯網了解問題
政府六月發表的醫療人手檢討報告，估算香

港到2030年，醫生人手欠缺約1,000人，普通
科護士欠缺約1,700人，建議增加醫科生學額
及吸納海外培訓的醫護人員。
陳肇始昨日出席全民健康協會辦事處的開幕

典禮時表示，已巡視醫管局聯網醫院，每次到
訪後都與醫管局的聯網總監和其團隊開會，初
步了解了每個聯網醫院前線工作人員的意見和
工作壓力問題。
陳肇始說：「我們希望能夠在短期、中期、
長期方面解決這些問題，當中人手很重要，我
們要積極爭取資源去紓緩人手問題。」她指
出，人手檢討報告讓我們知道長遠的人手需
求，不單只是醫生，而且護士、藥劑師、牙
醫、 中醫等全部都包含在內，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會落實一些建議。
至於落實的時間表，她表示，醫管局和食物

及衛生局的同事正在商討細節，希望可以盡快
了解未來如何落實報告內的建議。

改善基層醫療 減急症室壓力
陳肇始又表示，今日出席了全民健康協會

辦事處的開幕典禮，非常歡迎在地區內有更
多類似團體，安排預防性和提高市民健康意
識的活動。她說，本屆政府非常努力強化基
層醫療健康的工作，除了要改善醫管局或者
衛生署的恒常服務外，不希望市民有輕微不
舒服時，因為在社區未能尋求醫療上的解決
方法而去急症室求診，這不是善用急症室的
方法。
她表示，稍後會設立一個委員會，去詳細檢

視如何制定未來基層健康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正視醫療人手荒
爭資源三步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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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境局局
長黃錦星表示，冀立會復會後審議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計劃，在2019年落實相關法
規，但港人消費文化對減廢是一大挑戰。
對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周三舉行首次會
議，他指政府暫時持開放態度，讓社會基
於事實充分參考和討論，以及凝聚共識。
他並強調，現時保護郊野公園的政策清
晰。
黃錦星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表示，過去5年
的環境政策工作實在，梳理了香港5個主要
環境挑戰，各自訂立了藍圖、目標和路線
圖，包括改善空氣質素、減少廢物、都市節
能、生物多樣性及氣候行動。
黃錦星表示，政府已就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計劃吸收相關業界、社會意見，希望在
今年內向立法會呈交立法建議，最快在
2019年落實相關法規，預計日後全面落實
玻璃樽回收計劃後，回收率可提升至五
成。他又說，香港的消費文化是大挑戰，
大眾要一起努力，持續落實藍圖，減少堆
填區的壓力。

沿岸垃圾多由本地產生
最近有報道指有內地垃圾沖入香港泳灘。
黃錦星表示，香港整體沿岸垃圾，大部分是
本地產生，例如遠足、遊船河等活動，有膠
樽等垃圾進入海洋，影響本地環境，因此港
人有責任，盡量不應在海岸範圍棄置垃圾，
「我想強調，我們自己本地人的責任是不可
以放輕的。」

郊園保護政策清晰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最快周三舉行首次會
議，黃錦星指政府的政策清晰，會重視自然
保育和生物多樣性，投放資源保育郊野公園
以至邊緣鄉郊地方。他又說，政府暫時是持
相對開放的態度，讓社會基於事實充分參考
和討論，以及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日前
公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名單，最快周
三舉行首次會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
黃遠輝表示，預料會在會議上檢視目前土
地需求及供應情況，強調公眾參與部分會
透明、公開，小組的建議會如實反映社會
意見，不可能在「陽光之下」扭曲共識。

黃遠輝：討論透明公開
黃遠輝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希
望可以透過專責小組鋪陳利弊，讓社會
有資料，清楚知道不同土地供應選項的
利弊，在討論中得到大多數的共識和作
出取捨。
他強調，公眾參與部分會透明、公開，

小組的建議不可能有別於公眾參與的討論
共識，不可能在「陽光之下」扭曲共識，
會如實反映社會意見。
至於如何推動公眾參與，他說暫時未有

特定模式，但會比早前的長遠房屋策略政
策諮詢廣泛。
對於小組成員立場被質疑傾向發展郊野

公園，黃遠輝重申小組成員來自不同界
別，又說任何委員會都有人數局限，不能
夠網羅所有不同意見的人士，最重要是透
明和公開地討論。
專責小組副主席、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

澤恩於另一節目表示，專責小組的最大挑
戰，是要讓持不同意見者理解縮窄距離，
消除對不同土地供應方案的疑慮，如果反

對理由是實質存在，便要推出紓緩措施，
盡量減少影響。

黃澤恩：成員有胸襟講道理
對於部分小組成員被指有既定立場，黃
澤恩認為只屬少數，強調成員都是開明的知
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有胸襟接受意見和「講
道理」，相信他們檢視有關資料及公眾意見
後，可能有不同看法，因此對他們有信心。
他又指，專責小組任期只有18個月，

形容是時間緊迫，需要更勤力和密集處理
手上工作。

黃元山挺維港外大規模填海
成員之一、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黃

元山則指，本港未來30年需要多9,000
公頃土地，即使如何善用現時的土地，
仍然未能夠達到需求，現時提供土地的
短期方法，例如建插針樓、改劃土地用
途等，社會代價較大，認為要在維港以
外大規模填海，才可以獲得足夠的土
地。
黃元山舉例說，沙田新市鎮的土地主

要是靠填海而得來，並沒有業權分散的
問題，所以可以在短時間內便能夠落
成，不似洪水橋發展區，涉及大量棕地
業權。
他又指，近年公私營合作趨困難，建議

政府在土地補價和審批程序上「拆牆鬆
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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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凱甄在信中安慰Michelle：「對於上
星期收到你母親離世的消息，我真

的很難過。知道您在這幾個月已經十分勞
碌，而且要處理的事亦很多。我很佩服您
的堅強，相信您媽媽一定會在天上繼續守
護您們一家，希望您與您家人可以重新振
作。」

病友亟需助 鄭母勉幫人
鄭凱甄並提及部分市民因事件而要求
取消器官捐贈登記，表示「十分不理
解」，指出這分明是兩件事，醫療事故
屬病人意料之外的事。
她強調，器官遺贈意義是遺愛人間和
帶給病人康復的機會，而器官遺贈比活
體捐贈風險更低、更加值得，所以不太
明白這兩件事為何會有因果關係。
她指出，「或者他們可以換個角度想，
不論病人有無受醫療事故影響，都應該受
到幫助，無理由因為醫療事故，令更多病
人的康復機會減低。」
鄭凱甄亦剖析了自己捐肝的心路歷程，

當醫生告知人生只能捐一次肝時，自己曾
經打過退堂鼓，因為鄭母是丙型肝炎帶菌
者，將來較一般人有較高機會患肝硬化與
肝癌，到時很可能要換肝，如果將肝臟捐
給其他人，日後有什麼意外，就無可能再
捐肝給媽媽。
是鄭母堅定了她捐肝的信念：「媽媽跟

我說，她只是可能有需要接受換肝手術，
但未發生的事無人預料到，所以根本不需
要擔心她。而眼前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她
支持我去幫人。」
鄭凱甄對Michelle說：「其實，您媽媽
與我媽媽差不多，不同的是不幸的情況發
生在您媽媽身上。將心比己，如果不幸的
事是發生在我媽媽身上，我真的很希望會
有奇蹟發生。」

盡力傳希望 豈算白捱刀
捐肝前，醫院心理學家問鄭凱甄一個問
題，也是不少人屢屢問鄭凱甄的問題：
「為何你會想去幫一個不認識的人？」鄭
凱甄對這問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覺得問

題很不合理，最後她說：「我不知如何解
釋我想幫她，只是知道如果我不幫她，而
她不幸離開的話，我會很內疚，會後悔一
輩子。所以我想盡一分力，就算成功率不
是100%也好。」
鄭凱甄對Michelle說，幫人無分血緣關
係或是否認識，幫人亦不會說有什麼特別
原因，要的只是想幫助別人的心。「很多
人說我捐肝後一星期，您媽媽要接受第二
次換肝手術，問我是否覺得『白捱一
刀』？雖然結果不一定100%成功幫到
人，至少我有嘗試過，至少我有盡力過，
至少讓對方感受到正能量，所以我一定不
會後悔。」

市民齊鼓勵 證香港有愛
鄭凱甄說，香港真是十分有愛！院方告

訴她，媒體公佈Michelle要捐肝救母的事
後，不少人致電希望捐肝，只是最後都因
不同的理由而沒去檢查。
鄭凱甄說：「在這件事上我亦有很多得

着，在我幫助別人的過程，亦有很多人幫
助我、支持我。例如朋友們為我製作相
簿，市民亦寄來心意卡與花束。」她說，
這些可能只是小事，但透過這些小事，你
會發現其實身邊真的有很多愛。「我想藉
這個機會，在此真心多謝支持我、鼓勵
我、幫助過我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曾兩度換肝的鄧桂思不幸離世，事件中

兩名少女的義舉感動全城。一位是鄧桂思17歲女兒Michelle，她堅持捐

肝救母，不惜挑戰滿18歲才能捐贈器官的法例。一位是鄭凱甄，她為

救陌生人鄧桂思不惜自捱一刀，捐出部分肝臟。昨日，鄭凱甄在港台節

目《香港家書》安慰Michelle。她為鄧桂思的離世感難過，並剖析自己

捐肝的心路歷程，強調不後悔捐肝，說如果能幫人而袖手旁觀，才會後

悔。她並呼籲公眾支持器官捐贈，拯救他人性命。

■鄭凱甄表示，無悔捐肝予鄧桂思。旁為其母親。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盡
快將憂愁眼睛、憂愁面孔、憂愁內心
拋棄吧。」20歲的羅浩軒的人生就像
歌曲《生命有價》。病魔及身體上的
限制非但沒有把浩軒及其母擊倒，兩
人選擇以笑臉迎接困難，更積極投入
義工工作，以歌聲為他人帶來歡樂。

20天水圍居民手機製片
昔日慘劇頻生的天水圍被冠以「悲

情城市」的污名。香港國際社會服務
社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聯
同20名天水圍的居民，以天水圍的人
情味為題，利用手機拍攝自己的故
事，並製成8條紀錄片。昨日舉行放映
會展示天水圍光明的一面。
浩軒及羅母參與拍攝名為「四葉

草」的紀錄片，紀錄兩母子的日常生
活。浩軒在10個月大時確診患上腦

癌，接受化療及兩次開腦手術，換來
蹦蹦跳跳的童年。
然而，病魔沒有放過他，在小學4年
級時出現弱聽，至中學1年級時失聰；身
體亦因脊椎側彎，四肢乏力，需依賴輪
椅出入、生活無法自理，由其母照顧。

不怯場透過文字手語「歌唱」
浩軒因長期失聰，咬字模糊，主要
透過文字及手語溝通。面對觀眾他不
怯場，一直臉帶微笑，更高歌《生命
有價》。
羅母指，為避免兒子的身體機能惡

化，需定期到醫療覆診、打「鬆筋
針」、物理治療及水療，在家亦需每
天「拉筋」。
她坦言，兩人亦曾遇上難關，她不
懂手語，母子間只能以口型及文字交
流，難以傳遞複雜的意思，「（兩

人）沒有互動，他很少表達自己內
心，文字解釋不到這麼多！」情緒不
能好好表達，浩軒對外人歡笑，對着
家人則會直接哭。
為了走進兒子的內心，羅母帶着兒

子走到社區參加各項活動，增加浩軒
與外界接觸的機會，並一旁觀察兒子
的反應及表情。
她自嘲自己是「乞人憎」的尷尬角

色，「（對着他）吃飯要逼、拉筋又
要逼、媽媽（我）拉筋落重力像是行
刑一樣！」母親不好當，羅母卻說，
她不辛苦，社區很多人伸出援手，而
紀錄片的名稱「四葉草」寓意遇上他
人的幫助是兩母子的幸運。
兩人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以自身的力量回饋社會。羅太表示，浩
軒去年中學畢業，不時做義工探訪弱勢
社群，以歌聲為他人帶來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熱
帶風暴「瑪娃」影響，天文台昨日持
續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高級科
學主任黃永德昨日下午5時表示，根
據現時預測路徑，「瑪娃」今日會同
香港保持一定距離，今早改發3號強
風信號的機會不大。他指，強烈熱帶
風暴「瑪娃」移動相當之緩慢，下午
5時距離香港東南偏東約310公里，
預料會向香港西北偏北方向緩慢移
動。

料港200公里外登陸
黃永德預料「瑪娃」會在今晚於香

港以東約200公里外的廣東東部沿岸
登陸，與「瑪娃」相關的雨帶會陸續
影響本港，帶來狂風驟雨。今日本港
天氣多雲、有狂風驟雨及雷暴，氣溫
介於26度至30度，漸轉吹清勁西南
風，離岸吹強風，海面會有湧浪，周
一仍有狂風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會
好轉。
環境保護署表示，昨日錄得較正常

為高的空氣污染水平。昨日下午3
時，部分一般及路邊監測站的空氣質
素健康指數錄得8或以上，相對的健
康風險級別達到「甚高」水平。
環保署指，受熱帶氣旋「瑪娃」的

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昨日大致多
雲，吹和緩偏北風。日間充沛的陽光有利光化
煙霧現象，令臭氧在區內迅速形成，因而使珠
江三角洲區域內的臭氧水平上升。

空污稍後或升至「嚴重」
同時，微風不利污染物擴散，較高的臭氧水

平亦加速了二氧化氮的形成，特別是在巿區部
分地區及路邊，預料稍後時間，部分一般及路
邊空氣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可能升至
「嚴重」水平。
隨着熱帶氣旋「瑪娃」持續向西北偏北緩慢

移動，並將於廣東東部沿岸登陸，持續為該區
帶來狂風驟雨。環保署預料空氣污染在「瑪
娃」登陸華南沿岸之前仍會維持在較高的水
平。

■市民輕鬆打傘過馬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羅浩軒（左三）及羅母（左二）拍攝名為「四葉草」的紀錄片，感謝外界關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