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勵志迎新年 移植獲新生
嬰兒時獲媽媽贈肝救命 長大始知身上疤痕見證母愛

新一年新氣象，生命亦可迎

來重生。多名接受器官移植者

分享患病的經歷，以樂觀積極

的態度對抗病魔。有少女患先

天性膽管閉塞，獲母親的活肝

移植，母愛延續其小生命，令

她體會母愛的偉大及珍惜生

命，更成為體育健將，屢次獲獎。除了親人，亦有人幸得

陌生人的大愛，捐出屍肝續命，康復後決心投入義工服

務，協助同路人，並宣揚器官捐贈的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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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2018年對社會期望

新年願望 受訪者

經濟繁榮 24%

改善民生問題 17%

政府多聽取市民意見 17%

人人有工開 12%

社會和諧 11%

學位充足 10%

改善港青「在職貧窮」 9%

資料來源：apm商場調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踏入
新一年，各人有不同的新年願望。
有機構就港人今年的願望作調查。
結果發現，超過七成人過去一年生
活感到快樂或非常快樂。展望未
來，逾半受訪者認為今年香港發展
與去年差不多，亦有四分之一港人
認為今年的發展更佳。
apm商場於上月以問卷方式訪問

520名港人，回顧去年及展望今年
的願望。調查指出，逾七成人去
年生活得快樂。不過，回顧2017
年，52%人希望於工作上得到改
善，其次為學業 (22% ) 及健康
(19%)，當中於工作上港人最希望
改善工作壓力及工時過長的問
題，兩者各佔3成。
在學業方面，最多受訪者認為

補習時數多 (40% ) 及功課過多
(23%)。個人意願方面，今年願望
首 3 位 分 別 是 身 體 健 康
（22%）、家人開開心心(14%)及
學業進步(10%)。展望今年發展，
最多人希望能經濟繁榮，佔

24%，其次為改善民生問題及政
府多聽取市民意見，各佔17%。
調查又指，港人最希望特首能加
強經濟發展（37%）、減少碳排
放（23%）以及解決住屋問題
（12%）。

■調查指逾
七成港人過
去一年生活
得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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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成港人感去年生活快樂

浪子回頭金
不換。有青年
早 年 吸 食 毒

品，更因藏毒而差點連累父親坐
牢。不過，於戒毒所內接觸音樂，
自此迷上吹奏色士風。脫離毒海
後，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利用音樂
引導青年戒毒，更不惜冒着生命危
險，協助警方偵破一宗械劫案，獲
頒發銅英勇勳章。

青少年感到迷茫是常見之事。39
歲的繆旭峰於初中時亦因誤交損
友，吸食白粉及飲咳藥水，長達5
年沉淪毒海。直至中五那年，警方
入屋於其房屋搜出毒品，家人才得
知兒子吸毒。經法庭轉介至自願戒
毒機構，開展其戒毒之路。他坦
言，曾不敵心癮，戒毒失敗，最終
需進進出出戒毒所四五次才成功撇
除毒癮。

戒毒所除了令他不再依賴毒品，
更令他遇上色士風。他笑說，色士
風音域廣、其聲音亦較接近人聲，
吹奏色士風更可擺脫煩惱。
他憶述，成功戒毒後便立即報讀

正規的音樂課程，已考獲演奏級
別，14年來一直從事音樂教育，更
開設自己的工作室。
他亦不忘協助同路人，除了教導

他們音樂，多年來更參與不同機構

的更生服務。他猶記得多年前教導
一名吸毒青年玩音樂，該青年成功
戒除毒癮。旭峰續指，看着他成家
立室，現時正教導其子音樂。

助警破荃灣投注站劫案
除了熱衷戒毒服務，旭峰亦愛抱

不平。他曾於2001年協助搗破轟動
一時的荃灣荃錦中心投注站外的械
劫案，不顧危險獨自跟隨疑匪登上
地鐵列車，並致電警方，警方終把
疑犯一網打盡。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戒毒者音樂感化同路人
�&

商場apm舉辦「港人2018年願望調查」，並邀請多位傑出的生命勇
士，透過自身的經歷發放正能量。

襁褓中開刀 變運動健將
現年16歲的蘇子玲於一個月大時確診患上先天性膽管閉塞，尚在襁
褓時已接受兩次手術。至7個月大時，獲其母捐出三分之一的活肝延
續生命。子玲說，小時候不清楚腹部的疤痕從可而來，直至小學4年
級才獲知真相，身上的疤痕提醒她母親的愛，「知道媽媽有多愛自
己，她無私地奉獻，並學懂感恩及珍惜自己的生命。」
她坦言，現在需每天服抗排斥藥，並每3個月到醫院覆診，但不認為
對其生活有何負面的影響。相反，她說，自己生性開朗、活潑，除參與
合唱團外，更是一名運動健將，曾獲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5年更遠赴
阿根廷參加第二十屆移植運動會，勇奪3金2銅，為港爭光。
她憶述，當時於運動會上認識器官移植人士，與自己有相同的經歷，
分外感動。她續指，自己最愛排球，因該運動是團體形式，能結交不少
知心好友。明年即將面對中學文憑試，她表示，希望順利升讀大學，很
想入讀醫療科目或成為一名演員。

獲弟捐骨髓 重拾跳舞夢
接受親人移植的還有80後的倪光華。十多年前，他正讀大學、開學
僅兩星期便發現患上淋巴癌，「於大學參加dance society（舞蹈學會）
時發現胸腔痛！」病魔纏擾下，他被迫退學。青春年少，卻身患重病，
他說，自己亦曾怨天尤人，擔心不敵病魔，「那時也會埋怨，自己還那
麼年輕，又沒有做過作奸犯科的事，為何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經過一
年的電療及化療，居於新加坡的孖生弟弟多次回港接受移植檢查，並冒
着失血過多的風險捐出其骨髓。經歷生死，他說兩兄弟雖分隔兩地，亦
無阻其兄弟情，一切「心照」。
光華直言，治療過程艱巨，尤記得植入骨髓之後，試過疼痛不止，
連吃普通的止痛藥也止不住。他只好致電其母及姊姊尋求支持，卻嚇
倒母親。最終雖然戰勝癌細胞，他坦言，記性及體力比病發前差，
「初初康復後行斜路也會喘氣！」不過，他透過運動鍛煉自己，又重
拾跳舞的興趣。現時他更於社福機構任職，服務癌症患者。

得屍肝續命 宣器官捐贈
同場的冼麗英則接受有心人捐出屍肝，得以重生。她表示，十多年前
曾長時間不舒服，起初僅以為患重感冒，卻於2000年確診末期腎衰
竭。她坦言，當時自己僅40歲正值壯年，難以接受患病的事實，排期
洗腎時，病得連「說話及拿筷子也無力」，每天以淚洗臉。她看着丈夫
為照顧她，勞碌之下患上高血壓；讀中學的兒子亦需分擔家務，形容自
己為家人的包袱。
經歷3年的折磨，麗英終於在2003年獲有心人捐出器官。她說，曾擔

心自己等不到器官移植，「那時連遺言也說了！」她有感不少港人對器
官捐贈一知半解。為了推動更多人認識器官捐贈，她加入香港移植運動
會做義工。她說，簽署器官捐贈卡後，死後也不一定能捐出器官，需身
體狀況合適及獲家屬同意。
她又說，支持政府實施默許器官捐贈，惠及更多人的生命。

■■多名勇士以自身經歷為港人多名勇士以自身經歷為港人
打氣打氣。。左起左起：：蘇子玲蘇子玲、、繆旭繆旭
峰峰、、冼麗英冼麗英、、倪光華倪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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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發起元旦遊行，有示威者衝擊政府總部
東翼前地，一度造成混亂。政府發言人表示，尊重
市民依法享有遊行及發表意見的權利，呼籲參加者
遵守政總東翼前地使用規則，避免發生意外。新一
屆政府施政開局良好，香港發展漸回正軌，但是反
對派炒作「一地兩檢」安排、修改議事規則等議
題，打着「守護香港」的旗號，實際反其道而行，
企圖激化矛盾，再掀新政爭，欲挽救反對派日薄西
山的局面，肯定徒勞無功。求穩定、求和諧、求發
展已成本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反對派搞激進街
頭抗爭，破壞香港難得的安定局面，必定不得人
心，只會輸得更慘。

特首林鄭月娥就任以來，帶領管治團隊依法施
政，積極作為，與民同行，促進社會穩定，實現良
好開局，獲得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本港社會各界的廣
泛認同。辱國「播獨」者被踢出議會、「佔中三
丑」被提上公堂、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彰顯
了法治公義，香港各方面發展逐漸恢復正常，社會
氣氛亦從「佔中」、「旺暴」時的激烈、對立轉而
趨向平穩，反對派的政治煽動力一落千丈，難以再
翻起大規模的政爭惡浪。

當然，反對派不會善罷甘休，仍千方百計尋找、
製造政治議題，企圖在新的政治對抗中拉高自己人
氣，從而謀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本來，人大常委會
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為高鐵「一地兩檢」安排
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合憲合法，便民利商，有利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亦
是遏止拉布、恢復議會正常運作的必要之舉。然而
反對派卻將反對人大常委會決定、反對立法會修改
議事規則作為元旦遊行的主要議題，所謂「法律精
英」猛烈攻擊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其妖魔化為破壞

法治和「一國兩制」的洪水猛獸，散播恐慌情緒，
刺激支持者走上街頭，煽動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
滿，試圖重新積聚抗爭的怨氣，為反對派日漸低沉
的士氣「打雞血」。

反對派借遊行虛張聲勢，更是為了一己一黨之私
利。昨日的遊行中，有各式各樣的籌款街站，反對派
各黨派聲嘶力竭要求示威者捐款，大肆斂財；多個有
意參加立法會補選的反對派中人，獲大會安排上台發
言。這更讓人清楚看到，反對派詆譭人大常委會決
定、抹黑修改議事規則，就是要借此作為補選的主要
議題，催谷選票奪取議席。至於有關舉動令香港再陷
政爭熾熱的困局，破壞和諧穩定，不利集中精力謀發
展，反對派在所不惜，甚至根本志在於此。

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保障港人享有表達訴求的權
利，特區政府批准使用剛重開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供公眾集會，亦顯示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
利，願意聆聽市民的聲音。同時，香港是法治社
會，市民應以和平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不能
為了譁眾取寵，做出激烈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行
為，甚至把遊行示威作為抗拒「一國」的政治工
具，損害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昨日，民建聯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有兩成多市
民覺得本港政治爭拗亟待止息，共八成人感到去年
政局複雜、分化及激進，反映市民吃够了政爭不息
的苦頭，對政爭再起深感憂慮。中央堅定不移落實
「一國兩制」，人大常委會對「一地兩檢」的安
排，目的是為了讓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
握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重大建設的新機
遇。反對派昧於時勢，企圖製造政爭，破壞兩地互
信，阻礙香港發展，與民情民意背道而馳，必將進
一步被民意所拋棄。 （相關新聞刊A12版）

反對派再掀政爭欲挽敗局 不得人心輸得更慘
剛剛過去的元旦普天同慶，但患膽管閉塞的

女嬰予恩及患腸扭結的男嬰浚恒，他們的父母
就難以開懷。這兩家人在除夕齊齊向特首林鄭
月娥遞交請願信，質疑醫護人員延誤救治，望
特首為小朋友提供協助，督促當局徹查事件，
還一個公道。社會大眾近年有愈發強烈的呼
聲，要求政府加強對醫療體系尤其是公立醫院
的問責，落實對醫委會的改革，提升其監督能
力。政府對此必須充分重視，採取有效措施，
督促業界放下封閉保守的小圈子利益，重建市
民大眾對本港醫療體系的信任。

一歲女嬰予恩在公立醫院手術後心跳和呼
吸一度停頓，至今仍未恢復意識，父母質疑
護士疏忽延誤拯救導致腦部受損；至於需要
切除大小腸的半歲男嬰浚恒，父母懷疑威院
醫護人員延誤救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回應，指醫管局已就予恩的事件成立
了獨立調查小組，本月初開會後向大家交
代。事件的背後，兩家人之所以要找議員協
助、向傳媒公開，甚至向特首哭訴、下跪尋
求協助，歸根究底是對醫療監管制度的信心
不足。醫管局應盡快徹查事件並向公眾作出
交代，更要下定決心改革醫委會，杜絕醫醫
相護，完善醫療事故通報和監督機制，提升
醫療服務質素。

近年本港接連出現嚴重醫療事故，事後的
處理也難以令公眾信服。例如聯合醫院開漏
藥給病人鄧桂思的事故，醫管局調查委員會
批評涉事醫生警覺度不高，卻主動為醫生找
理由指因為「要看太多症」，甚至不提如何
處分醫生。又如瑪麗醫院換肝名醫在病人已

開肚的情況下，竟然離開手術室三小時之
久，其上司反指涉事醫生只是兼職，需要照
顧私院病人。這些事件的嚴重性，與醫生承
擔的責任和懲處明顯不對稱，甚至可謂完全
無懲處，文過飾非、輕輕放下，實在令病人
家屬和公眾震驚並大失所望。

長久以來，負責處理對醫生的投訴和作出
紀律研訊的醫委會被指「醫醫相護」，大量
醫療事故的投訴不獲受理，即使投訴成立，
仍要經過長時間排期聆訊，藝人張崇德耗費
十年幾乎傾家蕩產才能為夭折兒子討回公道
已是一例。但即使裁定醫生專業失德，一般
只是處罰停牌幾個月，完全缺乏阻嚇力。要
打破這個困局，唯一辦法就是下決心改革醫
委會，改變透明度不足、處理速度慢、「自
己人查自己人」的現狀。社會一直希望醫委
會增加業外委員的數量，提升代表病人權益
及消費者權益的聲音，以增加公信力。但社
會期待已久的醫委會改革草案，就在上屆立
法會中被醫學界議員梁家騮一人「拉死」。
正是在這一惡性拉布事件之後，香港的醫患
關係更見惡化，病人家屬只能更多地尋求議
員、傳媒協助發聲。

出了醫療事故要問責，涉事醫生要受處
分，這是天公地道的事，也是防止同類事故
重演的必要措施。什麼專業自理、程序公
義，都不是踐踏、漠視病人權益的托詞。本
港醫療系統存在的弊病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
地步，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醫療事
故，切實保障病人健康和安全及重新樹立市
民對醫療系統的信心。

強化醫療監督 重建公眾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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