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氣持續寒冷，醫護人

手緊張，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為此額外撥款5億元予

醫管局。一直關心醫療問

題的新民黨立法會港島區

補選候選人陳家珮，近日

就與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

高永文對談，在一起呼籲

市民接種流感疫苗的同

時，希望政府額外撥出的

5億元，有助減少前線醫

護人員的文書工作，並希

望立法會回歸理性，早日

審議《醫生註冊條例》，

以填補公營醫療系統欠缺

的兩三百名醫生職位，並

維護病人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會專家研5億元用途
家珮盼修例緩人手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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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
吹仇恨，令社會極度
撕裂趨政治化，但社
會上還是有有心人，
關注到基層市民的生
活和福祉。灣仔區議
員伍婉婷留意到近日
持續寒冷，新民黨立
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
人陳家珮觀察到醫護
需要，並給予關懷及
鼓勵，這份「社關
情」是十分重要的，
「希望這份關懷能夠
順利帶到立法會。」
公營醫院因流感肆

虐而持續「人滿為
患」，香港護士協會就在報章刊登廣告「告急」。
陳家珮當日發帖，上載了一張她手持護協廣告的照
片，帖文提到公營醫院的人手比例多年沒變，「前
線醫護人員的負擔變相越來越重，即使他們多努力
工作，士氣難免受影響，希望醫管局正視。」
伍婉婷近日就上載了陳家珮的有關帖子：「持續低

溫，我們特別小心保暖和關心鄰里親朋身邊人。令我
格外敬佩的，還有街道上抵著（着）寒風的工友、工
作量隨低溫不斷增加的公立醫院護理人員。所以，看
到陳家珮這照片，很是觸動。」

區員盼社關情帶入立會
她由此想到：「到底我們要一個怎樣的代議士走

進立法會為我們發聲？議政論政能力自是當然，推
動政策的堅持與承擔更是要緊。對我來說，更重要
的是一份社關情。家珮觀察到醫護需要，關懷也鼓
勵。」
伍婉婷希望這份關懷能夠順利帶到立法會，促進醫

療資源落實有效使用，市民繼續接受優質醫療服務同
時前線護理同工的需要被正視。「當然，社區上各類
有待優化的政策、制度的改革，都有待立法會盡快處
理。陳家珮，加油！」

陳家珮近日在fb發佈「幸會高永文」
的短片。短片中，陳家珮因應近日

流感肆虐，遂響應高永文醫生的呼籲，到
他的醫務所即場注射預防疫苗。
她坦言，自己每天都留意相關的醫療新

聞，知悉香港只有10%人有注射流感疫
苗，比率偏低，故她希望運用自身的影響
力，感染身邊人都去接種流感疫苗。

高永文親自幫打流感針
高永文同意，香港流感疫苗的接種率一

直偏低，「香港受流感影響嚴重，尤其最
近踏入流感高峰期，我希望能多做點宣傳
工作，讓市民提高這方面意識，踴躍接種
流感疫苗。」
他們並趁機討論近期社會上熱門的醫療

議題，例如近日特首林鄭月娥額外撥款5

億元予醫管局，以增聘文書人員和兼職人
員、減少前線醫護人員的文書工作。
陳家珮認為，倘前線醫護人員能減少文

書工作，有助紓緩他們的壓力，可以更集
中精力，及投放更多時間在臨床病人的服
務上。
高永文對此表示同意，指出現代的醫療

程序因為風險控制或專業質素的要求，程
序上醫生、護士近年的確需要更多做文書
記錄，「若能減輕這方面的工作，醫護臨
床服務病人的時間一定會增加。」
陳家珮還談到立法會反對派拉倒的《醫

生註冊條例》修訂。高永文解釋，有關的
修訂一是希望提高醫務委員會運作的透明
度，增加公信力；二是希望透過有限度註
冊申請的醫生在港執業，紓緩醫生短缺的
問題：「香港有不少青少年在外國就讀醫

科，他們想從外地回流、服務香港市民，
（倘修訂通過）就能夠方便引進他們回到
香港。」

盼立會回歸理性惠民生
陳家珮坦言，目前，公營醫療系統欠缺
兩三百名醫生，面對着空前壓力。「我相
信若去屆政府成功修訂《醫生註冊條
例》，讓於海外讀醫的本地年輕人能回港
服務，將可大大紓緩壓力，公營醫療服務
的質素亦可提高。可惜這修訂在立法會遭
『泛民』議員瘋狂拉布，結果胎死腹
中。」
陳家珮希望盡快讓立法會回歸理性，早

日審議《醫生註冊條例》，改善病人權
益。「若我能晉身立法會，必定會繼續努
力，關注改善醫療服務。」

發聲關懷醫護
伍婉婷讚社關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中
人在立法會肆意拉布，阻撓香港發展，建築
界往往首當其衝。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補選候選人謝偉銓，連日頂住
寒風在全港各區接觸市民。他在其選舉宣傳
短片中指出，身為「半個旁觀者」，過去一
年令他感受最深的是爭拗太多，令香港發展
停滯。為此，他提出要「Move On」，希望
立法會停止拉布；要求政府增撥18億，給業
界的專業部門增聘人手，改善工作環境、設
施，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及縮短起樓審
批時間一年，增加資助房屋供應，滿足年輕
人置業的願望。
謝偉銓在近日上載的短片中指出， 自己
過去任業界的立法會議員，是局內人，如今
變成了「半個旁觀者」，「有時看着都覺得
很心驚：為何香港很多事情都停滯了，甚至
倒退了？」
離開立法會後，令謝偉銓有不少感悟：自己
過去作為一個專業界別的代表，以為一條心為
業界反映意見、訴求，埋頭埋腦做事已經足夠
了，但事實是，自己聽意見可能聽得不夠深
入、廣泛，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見，所以過去這
一年，他不斷接觸更多業界的朋友。
他說，自己和不同的人談話、聆聽，即使

聽到的是批評的意見，也感到好開心，因為
這令他得到很多新訊息，如有一位建築師說
在上次立法會選舉沒投他票，是因為不知道
他做過什麼。反省過後，令他覺得要加強溝
通，告訴他們，自己其實為業界做了很多
事，同時聆聽特別是年輕人的願望和訴求。

拉布阻工程誤建屋
謝偉銓透露，很多年輕人都提到上樓難，

想消滅劏房。作為土地房屋規劃建築的專業
界別，在這方面應該可以做得更多；有年輕
朋友談很難找工作、升職不易，加薪機會很
小；有中年業界說，拉布令他們工作機會大
減，影響了員工的升職和加薪；有業界中小
公司老闆向他說，希望政府可以拆細工程，
讓他們可以有機會投標、參與。
很多人都說，過去這段時間，香港好像停

滯了一樣，業界沒有向前，就是因為爭拗太
多，做實事太少。因此，謝偉銓提出要
「Move On」。他希望立法會停止拉布，批
出更多工程項目，增加業界工作機會，令香
港向前行。

倡撥18億資助業界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盈餘年年過千億，希

望政府增撥18億，讓業界的專業部門增聘人
手，改善工作環境、設施，為年輕人提供更
多機會，並希望縮短起樓審批時間一年，加
快起樓，增加資助房屋供應，令年輕人可以
置業。
謝偉銓強調，「我們不要事事政治化。議

會代表要專業，要實幹，我們要Move On！
3月11日！建測規園！票投謝偉銓！」

謝 偉 銓
（Tony）是次
參選，不少業

內人士都為他打氣。他們認為，
謝偉銓既是業界的老行尊，了解
業界面對的困難和挑戰，還可以
平衡各界的意見，為廣大市民服
務。
謝偉銓的fb專頁近日上載了多

名業界中人的打氣短片。建築師
梁鵬程說，他之所以出來支持謝
偉銓，是因為他想和Tony一起
做一些事，令香港更好。
他說，Tony是建築和地產界方

面的老行尊，希望借助他的經
驗，將業界的事做得更好，又認
為香港與業界相關的法例、法
規，都已經有三四十年歷史，他
希望Tony可以借助是次參選，帶
動社會的討論，更期望Tony返回
立法會後，可以就此有一個全面
的討論。
建築師劉文君在另一段短片中

說，她希望業界有一個專業而且

「銓」心「銓」意、為業界反映
意見，和為社會做事的議員。
Tony不僅可以平衡各界聲音，真
正反映專業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最重要的，是他願意為廣大市民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代表反對
派 出 選 建
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司馬文出
身商界，一直被質疑沒有相關
專業資格。他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稱自己通過由其創辦的「創
建 香 港 」 （Designing Hong
Kong），過去15年一直與建測
界合作云云。不過，不少網民

對他被揭發物業有多項僭建
物，且近 10年未有處理，反映
他有多麼「專業」。
「Jan Leung」就質疑：「選

先拆僭建輸哂（晒），你選嘅
係功能組別啊！」「Zoe Fong」
更揶揄道：「支持司馬文成立
『僭建香港』，爭取僭建合法
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各建制派
政黨一直為街坊爭取改善無障礙設施，民建
聯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鄭泳舜昨日公佈
好消息：經過他和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民建聯深水埗美孚南區議員黃達東及美
孚居民10年來爭取，港鐵終於答應於美孚A
出口加建升降機。
鄭泳舜昨日在 fb 指出，他們一直積極

推動港鐵增建升降機的工作及反映美孚
居民的訴求，「我將繼續監察進度，希
望未來港鐵能盡快動工、按時完工，方
便所有使用者。我亦會繼續努力爭取於
九龍西各個地方改善及增加無障礙設
施，令市民能更加便利，方便更多有需
要人士使用。」
九龍西候選人還包括姚松炎和蔡東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再多的
「語言偽術」，都不可能掩埋真相。反
對派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區諾軒
曾公然聲稱要推動「自決」，更稱
「『港獨』必然是選項」，但在參選後
就轉口風稱自己爭取的是在「『一國兩
制』下最大程度的『自決』」。在電台
選舉論壇上，新民黨陳家珮就質問區諾軒
口中的「民主自決」和「港獨」有何分
別，區諾軒避而不答，反稱陳家珮「令聽
眾感到混亂」云云，陳家珮即秒殺道：
「包裝嘅係你哋！」有候選人就批評區諾
軒一時一樣，果然「區字三個口」。
陳家珮、區諾軒、任亮憲、伍廸希昨

日出席電台的補選論壇，而其間辯論的
各議題中，糾纏得最久的就是區諾軒的
政治立場。節目主持一開始在提問環節
就問區諾軒為何不肯認自己做「香港眾
志」周庭的Plan B，區諾軒大玩「語言
偽術」，迴避稱「因為我就係我囉，我
就係『民主派』區諾軒」。
他續稱，自己有「不同黨派」支持，

不只是「眾志」，而是代表整個「民主
派」出選，又聲言自己和「眾志」有分
別，其「民主自決」不包括「港獨」為
選項云云。

拒釐清「獨」「自決」被批「玩包裝」
陳家珮其後追問指，區諾軒還是民主

黨成員時，寫「決議文」稱不支持「港
獨」，但前年5月在接受媒體訪問時，
就明言民主黨「應」將「港獨」放入
「決議文」選項中，而他上月19日接
受另一媒體訪問時，就認自己是周庭的
Plan B，但 2月 1日又說自己不是等
等，前言不對後語，「誠信喺邊？」
區諾軒並無正面回應自己立場的轉

變，只稱對方「Quote（引用）啲唔
Quote 啲」，叫對方自己「睇清楚

啲」。當陳家珮再追問究竟「民族自
決」、「民主自決」和「港獨」有何分
別時，區諾軒竟反過來責怪陳家珮「講
了很多概念」，令聽眾「覺得混亂」，
即被陳家珮秒殺：「包裝嘅係你哋！」
原本還聲稱自己代表整個「民主派」

出選的區諾軒，其後被追問時又承認自
己獲得「青年新政」的支持。
與區諾軒同屬反對派的任亮憲也追問

區諾軒的相關立場，包括問傳媒報道的
內容是否事實陳述等，區諾軒亦不肯回
答。任亮憲就批評區諾軒果然是「區字
三個口」，參選前支持「港獨」、宣佈
參選時否認「港獨」、昨日被追問時又
不答。

「政治變色龍」自取其辱
任亮憲其後又追擊區諾軒是反對派

的「小圈子欽點」出來，區諾軒反問
任亮憲為何不參加「初選」，任亮憲
隨即反擊︰「港島區都冇『初選』機
制！」區諾軒再稱「冇聽過你想參
加」，任亮憲再反駁︰「你冇聽過唔
代表我唔想。」
其後，兩人互相指責，區諾軒揶揄任
亮憲是「政治變色龍」，任亮憲則指出
區諾軒先後與「左翼21」、民主黨、
「眾志」切割，才是「變色龍」。
伍廸希則批評，區、任兩人都是口講
民主，實質並不民主，又批評區諾軒出
來參選，恃着有反對派「欽點」，連整
全的政綱也沒有，質疑他為何可以這樣
做事。
主持人最後要求各人票選表現最差

者，除了任亮憲不投票外，陳家珮就認
為區諾軒不應遮掩自己理念，伍廸希則
指區諾軒無講實際要如何解決社會現有
問題，而區諾軒就稱陳家珮「最有改善
空間」云云。

「銓」力專業護港 獻策援青上樓

持平務實為民 廣獲同道力挺

網民寸司馬文「僭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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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站報喜「舜」出口建升降機

■業界齊撐謝偉銓。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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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婉婷發文勉勵陳家珮。
fb截圖

■陳家珮與高永文共商5億醫療撥款的用途（左圖），並獲對方親自注射流感疫苗（右圖）。 fb截圖

■謝偉銓倡
政 府 增 撥
18 億，予
業界的專業
部門增聘人
手。
短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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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
成功爭取
在美孚 A
出口加建
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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