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青年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最後一次會

議，並公佈《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聽取後表示，該報告能為青年發展委員會提供藍圖，並重申青年工作為

政府施政重點。他透露，早前政府推出的「青年自薦計劃」十分成功，

11個委員空缺接獲1,179份申請，當中超過一半希望加入青年發展委員

會，張建宗指申請者質素非常高，形容為政府吸納新血的一次「豐

收」。

政府吸新血「青薦」大豐收
張建宗讚自薦者質素高 11空缺接1179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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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遇見香港
台務部 盧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藉着今天
是「三八婦女節」，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
會早前發起一連串活動，向政府爭取全薪
產假及延長產假至14周。工聯會婦委會
主任梁頌恩昨日在西灣河舉辦街頭簽名行
動，收集市民心聲。她指，政府應預留
100億元設立產假基金，以應付全薪產假
及延長產假14周的額外補貼，除了讓媽
媽有足夠時間休養生息，減少出現產後抑
鬱外，亦能減輕中小企經濟壓力。
梁頌恩表示，工聯會就今年財政預算案
已向財政司司長建議應以全薪產假及延長
產假14周為基本目標，與國際勞工組織
的倡議看齊，並撥款設立產假基金，減輕
在職女性生育時面對的經濟壓力，及中小
企公司經營壓力。
梁頌恩表示，婦女懷孕是天職，亦是社
會的職能，希望政府鼓勵市民生育之餘，
亦應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除落實全薪
產假14周外，亦需要設立「產後工作保
障期」至產假後6個月，以確保產後復工
僱員不會被無理解僱。並須加強託兒服
務，讓在職媽媽無後顧之憂。

工聯街頭蒐簽名
爭設百億產假基金

■香港印象：生活愈久愈喜歡。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逾五
成癌症患者需要接受放射治療（電
療）以殺死癌細胞。不過，由於要經
過眾多輪檢查以確定癌症發展情況，
加上公立醫院資源和人手緊絀，癌症
患者往往要等候頗長時間才能進入電
療階段。據醫管局統計，2016年最常
使用電療的鼻咽癌病人，絕大多數病
人確診後需輪候超過50天才能進行首
次電療。對癌症患者而言，延誤愈
久，癌擴散和死亡機會愈高，危及生
命。
港安醫院最近引入最新精準電療

機，大大提高電療效率、降低電療痛
苦，並承諾3天內為有需要癌症病人
電療。
港安醫院腫瘤科專科醫生陳少康昨

日表示，傳統電療機精準度有限，治
療過程中會灼傷癌細胞周邊健康細胞
和器官，引致噁心、嘔吐、放射性肺

炎、皮膚潰爛、口腔潰爛等副作用。且需時較
久，每次電療約需50分鐘至80分鐘。

電療需時可減70%
港安醫院今年1月引進的4D Versa HD和

4D CBCT電療系統，能每次電療前精準掃描
病灶，精細調整射線角度精準射向病灶，且能
傳送更精細及更強射線至癌細胞上。由於效率
高，能將傳統電療需時縮減60%至70%，亦大
幅降低副作用。
港安醫院放射診斷部及腫瘤中心主管梁清華

介紹，傳統醫院檢查成像部門和診斷部門是分
開的，而每項檢查又各自獨立，因此病人要耗
費不少時間往各部門進行檢查和診治，各部門
之間的溝通已欠缺效率，相反港安醫院便是整
合各部門統一管理，不同科目醫生會即時交
流，檢查和診治無縫聯接。而且病人一上門，
就安排一個專門、一對一的統籌主任，制定專
門、個人化治療方案，由頭跟進到尾。
港安醫院腫瘤科專科醫生區兆基指出，癌症

是港人頭號殺手，2015年新增癌症個案創新高
達30,318宗，因癌症去世的港人逐年遞增。癌
症患者由確診到進行電療治療會經過很多檢
查，以確定病灶發展情況及準確位置。
區兆基續說，傳統醫院每項檢查均需輪候個

多星期，轉介不同部門，加上電療機數量有
限，因此癌症患者要苦等個多月才能正式開始
電療。癌症可說是要與死神爭分奪秒，延誤治
療或導致病情惡化、擴散，增加死亡率，愈早
治療，療效愈好。

早前政府宣佈成立由張建宗親自領導的
「青年發展委員會」將於今年上半年

成立。張建宗出席聽取報告後指，新成立
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將會積極推動跨局、跨
部門協作，並致力做好與青年「三業三
政」的工作，關注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
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
他又說，政府及青年發展委員會將研究
該報告以制定工作計劃。

報告：青年對薪酬水平有落差
青年事務委員會在去年5月至10月期
間，舉辦4場公眾交流會及101場聚焦小組
討論會，收集青年意見。
報告指出，現時的學習環境充斥壓力，
副學位未能得到充分認可，以及青年的壓
力來源最常來自學業成績及家長的期望。

同時，青年、僱主及家長對其薪酬水平及
職能選擇的期望有落差。
報告建議，政府為青年提供包括青年宿

舍在內的多元居住選擇，為青年創業提供
更多的支援培訓，以及增強其抗逆力等。
報告又指，新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應

優先討論跨部門議題，發揮作為跨局、跨
部門的督導委員會的角色。青年發展委員
會在制訂和討論政策的過程中，亦應繼續
邀請青年和不同持份者參與，以凝聚社會
各界，共同朝着「青年發展策略」的願景
而努力，同時確保該策略能與時並進。

劉鳴煒：報告反映青年聲音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表示，報告

如實反映青年的聲音，為首次由青年表達
自己意見的公共參與諮詢。雖然內容不算

具體，並非讓其他部門「即時拍板落
實」，他期望日後新的青年發展委員會與
各個政府部門合作找出方向及落實方法。
政府尚未公佈青年發展委員會成員名

單，劉鳴煒自嘲「到月尾便沒工作」。他
形容出任主席的3年間「有苦有樂」，日
後希望繼續從事青年工作，「3年只是點了
火頭，日後會在不同崗位做，想見青年繼
續向上流。」

顏汶羽盼速設青發委會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對報告表示歡

迎，指報告勾劃青年面對的困惑，與青年
民建聯過去半年三十多場街站聽到的意見
大致相同。他期望青年發展委員會盡快成
立，強調委員應來自不同背景、政治光譜
及階層的青年代表。
同時，他建議政府應引入青年影響評估

機制，確保政策制定能考慮對青年的影
響。
顏汶羽並期望青年發展委員會多聽青年

意見，直接落區與青年面對面對話，善用
財政預算案中預留的10億元撥款，紓緩報
告中提及的三業困難。

■工聯會在西灣河舉辦街頭簽名行動，爭
取全薪產假及延長產假至1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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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前日商討政府建議的龍鼓灘填海方
案，約30名龍鼓灘村民昨日向到訪的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請願，表明反對填海及擴
建堆填區，並要求當局解決該區的交通擠塞
問題。陳帆表示明白村民訴求，會繼續與相
關部門研究，希望照顧村民的期望。
陳帆昨日下午到訪屯門，了解區內交通和
房屋事宜，並與屯門區議會議員會面。運房
局副局長蘇偉文亦有同行。在屯門民政事務
專員馮雅慧陪同下，陳帆首先參觀屯門第五
十四區公共房屋發展計劃下首個落成的屋邨
欣田邨，了解邨內社區設施，並聽取房屋署
人員講解居民入伙安排。
他隨後前往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作實地視
察，聽取運輸署人員介紹轉乘站自2012年
啟用至今的使用情況。
其後他又轉到龍鼓灘巴士總站附近視察交
通情況。其間陳帆應村民邀請，在屯門區議
會主席梁健文陪同下，到龍鼓灘聆聽村民訴
求。
他在會面時指，關注市民生活，希望村民
放心，香港是一個大家庭，最重要是家和萬
事興。
他在會面後表示，明白交通流量和運送垃
圾到堆填區的過程會對村民造成影響。環保
署正就交通安排及村民所建議的隧道進行研
究，希望可以照顧到他們的期望。
他又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就土地供應
選項作評核，如真的實施會有很多工作要
做，包括環境評估、交通影響評估、考慮社
區需求，以及整個區域發展前瞻。他會將聽
到的意見轉交小組考慮，日後進行工程或發
展規劃時，適當考慮有關意見。

村民反擴堆填區 陳帆允續研究

因為來香港工作的緣故，春節回家走親
訪友總被問起關於香港的林林總總。談論
間，我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香
港印象」，而且每每不同，甚至大相徑
庭。
香港是個什麼樣的地方？這是一個很難
回答的問題。作為一個僅僅在香港生活了
半年多的人，香港於我實在是個太豐富的
存在。每次被問起，我都會告訴親友：
「香港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新聞裡的
花花世界，也有鏡頭外的萬家燈火。」我
也很樂意把在香港的幾則經歷和大家分
享。
初到香港，百缺待備，春秧街就成了我
與香港結識的第一站。我沒想到流光溢彩
的高樓大廈間，竟然藏着這麼大一個菜市
場，家居日用一應俱全。看到扯着嗓門吆
喝的商家，穿着大褲衩趿拉着拖鞋買菜的

香港人，彷彿嗅到濃濃的煙火氣息，有一
種「這才是過日子」的感覺，親切又舒
坦。從那會兒起，周末閒暇逛春秧街成了
我的一個愛好，買買菜或僅僅是聽商家說
說話都足以遊目騁懷。在這兒，不時會遇
到新認識的朋友。大家不再西裝革履，不
必行禮如儀，簡單聊幾句就很開心。或許
是人多喧鬧的緣故，春秧街的商家們聲調
普遍嘹亮，說話簡潔耿直。有日興起，想
學煲湯，直奔春秧街置備原料：「老闆，
有沒有煲湯的材料？」老闆熱情地幫我找
東找西，順道談天說地，得知我來自山
東，立馬笑着改了腔：「小夥子啊，我是
河南的。你直接說燉菜燉湯就行了，咱們
那裡不說煲湯吧！不錯哈，開始學這邊說
話了。」結賬時，沾了半個老鄉的緣分，
又得了個折扣。
不入維園，不知熱情如許。工展會的經
歷更讓我明白了何謂港式熱情。剛來就聽
同事C君提起工展會，知道每逢歲末年
初，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辦為期數周的展

銷會，生活日用物美價廉，應有盡有。一
到會場更知此言不虛。店鋪鱗次櫛比、商
品琳琅滿目自然不必多言。商家察言觀色
之強，措辭轉換之快，循循善誘之熟練，
令宅如吾輩大開眼界，更讓我佩服的則是
他們的耐心。很多商家說不好普通話，那
就連比帶畫英語廣東話輪番上陣，一遍未
懂一遍又起，直到你不好意思點頭稱是，
含飴埋單。那晚和L君路過一家足浴粉店，
順便打聽了一下價格。賣粉的女老闆熱情
非凡，足足向我這個「粵語盲」介紹了三
遍。我實在抵不過，就買了一包。「我普
通話講不好的，說了這麼久……」收錢
時，老闆竟有些歉意。這也讓我有些手足
無措：「沒有沒有，我能聽懂的。只是覺
得你說話聲音好聽，故意想多聽一會
兒……」我倆一陣爆笑。老闆當即允諾買3
包就可以送一個足浴盆（看板上是4包）。
第二天，和W君同往觀瞻，又過此店。店
家隔老遠就朝我們揮手打招呼，待走近又
熱火朝天地說了好多話。可是這次除了一

句「靚仔，又是你」，別的什麼也沒聽
懂。
閒聊時，經常有朋友讚歎香港人的職業
精神：「兩個字——靠譜！」這裡尊崇契
約精神和按章行事，不同職業和崗位的人
都努力做好自己的分內之事。預約了司
機，只需準點抵乘，不必一再確認；網購
未取的演出票，會有客服人員電話提醒及
時取票和相關事宜；行山到再偏僻的郊
區，也有詳盡的路標指示下一地標的距離
和時間。可有些時候，香港人嚴謹的態度
也讓初來乍到的我一時難以適應。比如有
一次，幾個人給一位回內地工作的朋友送
行。酒杯未乾，一位服務員徑直走來收拾
碗筷，一時把大家搞得有些懵。細問之下
才知道，這家店裡吃飯不能超過2小時，
「現在已經1個小時58分鐘了」。一行人
數目相對，只好悻悻離開。諸如此類的囧
事還發生過多次，好在待的時間長了，自
然而然也「入鄉隨俗」，進而欣賞這種敬
業精神。

正如有朋友所言，香港是一座生活愈久
愈容易喜歡的城市。短短半年的體驗讓我
感到，生活在此處有着真實的質感。這裡
星光閃爍，霓虹喧囂，土豪得直白，快活
得放任，任由生活的各種觸覺大方生長。
這裡人流如織，節奏緊湊，壓力山大，同
時也有安靜的巷道、美麗的郊野和繽紛的
夜色。一面是花花世界，一面是萬家燈
火，喧囂與寧靜相映，光彩與溫柔交織，
幻化出這顆東方明珠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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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務委員會昨日發表《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並交予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前排左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