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協促增人手 醫局盡力支援
流感高峰公院續逼爆 陳肇始促速處理訴求

香港情，是同胞情，也是家國情

有一句老話我們常掛在嘴邊講：「一家人，心
連心，打斷骨頭連着筋。」這句話蘊含的意思
是：人與人之間，親情最為純真，最為無私，也
最為牢固。如果把它寓之於香港和內地，其實也
非常貼切。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40年來，祖國取得了舉世
矚目的偉大成就，這當然是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鬥
的結果。但是，只要你肯留心善留意，就一定能發
現：香港也是內地騰飛的重要助力因素，其中的許
多人、許多事還鮮明地體現了香港與內地「血濃於
水」的感情本質。我想就我所知來談談感受。

我的家鄉四川省雅安市，地處青藏高原的橫斷山東
緣，境內高山縱橫，峽谷眾多，歷史上一直是漢藏交
匯的分界線，是東出藏區之後漢人聚居的第一座城
市。因為山多地少，又地處偏遠，一直以來都是經濟
欠發達地區。上世紀70年代末，我家從農村搬進雅安
縣城，五口人只能擠在中大街的一座大雜院裡，沒有
自來水，父親每天都要外出擔水以應家用；也沒有
電，全家人點了一年半的煤油燈才搭上電燈。其他

的像廚房、衛生間之類的配套設施更是想都
不敢想。整個城市沒有像樣

一些的建築，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也十分落後。
但是，田家炳先生卻把他的目光落在了我們這個

不起眼的小地方。改革開放不久，田先生就考察到
我們這裡經濟落後，缺醫少藥的情況。當時，雅安
條件最好的雅安地區人民醫院（現稱雅安市第一人
民醫院）連基本的ICU病房也沒有，對重症病人的
救護力量十分薄弱。於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
期，田先生就自掏腰包，在雅安地區人民醫院住院
部裡捐資援建了第一座ICU重症病房，極大地提升
了雅安醫療衛生系統的救護力量。經過多年發展，
田先生捐建的ICU病房已經發展壯大，現命名為
「雅安市第一人民醫院田家炳深切治療中心」。

在雅安，還有一處地名與田家炳先生有關。那就是
離我家僅幾百米遠，坐落在縣前街的田家炳中學。在
援助雅安醫療衛生事業之後，田先生的目光並沒有離
開，而是一直牽掛着雅安，甚至還給予了特殊偏愛。
本世紀初，田先生又一次慷慨解囊，捐資兩百萬港
幣，在雅安市第一中學的校園裡蓋起了一棟5層的教
學大樓。2006年，雅安市第一中學在新教學樓啟用時
正式更名為「雅安市田家炳中學」。

對於這些事，父親健在時曾給我講：他聽說田家
炳先生是家鄉人，解放前出海做生意發了洋財，年
紀大了回來捐資助學，報答故土鄉親。父親的說法
當然是他自己的想像，因為我知道，田家炳中學裡
有個宣傳欄，裡邊專門有田家炳先生的介紹：田先
生祖籍是廣東梅州，早年就舉家遷到香港。當然我

也無意同父親爭辯，因為從老人樸素的想法來看，
若不是家鄉人，怎麼會來這裡做這樣的大善事？起
碼，在他們的心目中，已經把田家炳先生當成了自
己家鄉人來看待了。有時候我也想：世界那麼大，
需要資助的地方那麼多，田先生耗費巨資捐資助學
的對象為什麼會是我們？田先生一定在內心深處認
為自己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把自己辛勞所
得花在祖國後輩身上，是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代表着民族的希望。

如果說田家炳先生的善舉帶有他濃重的個人色彩，
那麼香港社會對雅安的濃情厚義就更值得銘記了。

雅安地處青藏高原邊緣，地質活動十分強烈。剛
剛過去的2018年，在10月到11月不到30天時間裡
青藏高原的地質活動就兩次阻斷金沙江，1次阻斷
雅魯藏布江。雅安正好處在地質板塊交匯處，地質
災害難以避免。2008年汶川地震雅安就是重災區，
2012年4月的蘆山地震更是就在家門口。地震襲
來，災情瞬間牽動了香港的心，短短1個月，香港
同胞用各種方式表達對災區人民的關心：特區政府
宣佈捐款1億港幣，各界通過中聯辦轉交的善款也
有1億多……點滴善款凝聚着香港同胞對災區人民
的深情和關心。我的家鄉在重建中也使用了海內外
的捐款，其中就有來自香港的善款，家鄉把它用在
了雅安市第一人民醫院二院區建設上。二院區開門
接診兩年多來，雅安市民已經能夠享受到香港同胞
善舉所提供的公務衛生醫療服務。我在探親回家期

間，也曾去過二院區，感到醫院的硬件條件已經比
得上成都等大城市了。

內地與香港，一家人，一家親。即使像我們雅安
這樣偏遠的小城市，也投射着香港同胞關切的目
光。從這些一點一滴的小事之中，我看到了折射出
來的大主題：香港情，就是「一方有難，八方支
援」的同胞情，就是「國家需要，香港就不會缺
位」的家國情。而我有緣作為一名中央派駐香港的
工作人員，其實也是一次互動回饋的機會。我想，
如果能以我的工作服務於香港，哪怕是只能做出一
丁點的貢獻，也算是不辜負田家炳先生和
廣大香港市民的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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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田家炳中學。 作者供圖

根據醫管局數字，公立醫院急症室
上周六求診人數超過6,000人，

內科病房繼續「爆滿」，整體佔用率
達到105%。約百名包括護士和曾到公
立醫院求診病人昨日在政府總部外集
會，表達不滿醫護人手長期不足，擔
心影響服務質素。

增酬金無助解人手問題
特區政府此前宣佈將醫管局前線
人員自願加班的特別酬金調高一
成，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李國麟稱，
此舉無助解決人手不足問題，協會
要求的是政府增加資源及額外醫護
人手和改善管理。

有在公立醫院工作的護士亦稱，一
個人平均要照顧十多名病人，病房因
加床亦十分擠迫，即使政府增加10%
特別酬金也沒有用，護士需要的是休
息而非額外金錢。
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
員蔣麗芸昨日到場，對協會的訴求及
不滿表示支持及諒解，並希望陳肇始
能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她促政府要
考慮增撥額外資源應對流感，醫管局
需改善現有護士與病人比例制度，盡
快增加人手，紓緩醫護人員壓力。
陳肇始親自到場與集會者對話。她

表示，已經要求醫管局處理人力資源
問題，「我亦要求醫管局要正視護理

人手問題，以及作出一些短中長期措
施。如涉及一些資源，政府一定會支
持和配對，令大家工作的每一個環節
都能有所改善。」
她指出，醫管局去年已投放6.5億元，

今年亦都預備2.5億元應付流感高峰期，
而醫管局已經決定將前線人員休假上班
的特別酬金，月尾開始上調10%，希望
可以鼓勵多些醫護人員參與。
陳肇始強調，她早前提到醫護人員
「捱義氣」，是想感謝醫護人員，而
非代表政府不會尋求解決方案。她前
日就到過幾間公立醫院了解前線人員
工作情況，會繼續保持溝通。
醫管局發言人回應表示，進入冬季

服務高峰期以及流感季節，公立醫院
服務需求近期急速上升，醫管局理解
前線同事工作壓力沉重，承諾會盡力
支援前線的工作。

本年度護士淨增830人
發言人指出，本年度會聘請2,230名
護士，撇除流失，估計淨增長830人。
各公立醫院亦已聘請約800名兼職及臨
時護士，另外各公立醫院亦已額外招聘
超過40名護士，醫院亦會繼續聘用支援
人員及病房文員，分別協助護士的病人
護理工作及處理病房的文書職務。
發言人重申，醫管局會繼續聆聽醫
護團體及前線員工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冬季

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求診人數增

加，內科病房持續「爆滿」。香港護

士協會昨日發起集會及遊行，要求政

府增加資源及醫護人手。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已經聆聽到有關

訴求，會立即與醫管局開會商討問

題，並要求醫管局積極回應協會提

出的訴求處理人力資源問題。醫管

局回應，自從進入冬季服務高峰期

以及流感季節，公立醫院服務需求

近期急速上升，理解前線同事工作壓

力沉重，承諾會盡力支援。

醫護人員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前日就到3間公立
醫院和前線醫護同事坦承對談，並承諾
會積極透過增加資源、增加人手，及其
他短、中、長期措施逐步改善工作環

境，長遠優化更新醫療系統。
陳肇始前日首先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年輕院士見

面，了解年青醫生對專科訓練、人手問題的意見，
及對醫療發展的抱負。
其後，她與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代表會面，聆聽

他們在前線工作及於流感高峰期所面對的挑戰。「他
們積極提出一些建議和應對方法，大家交換意見。」
下午，陳肇始到訪了聯合醫院、明愛醫院和威爾斯

親王醫院，和前線醫護同事坦承對談，細心聆聽他們
對工作的意見，尤其是他們在流感高峰期間面對的困
難，及改善整體醫療系統的建議。
她強調：「我們一直重視醫護同事的需要，通過不

同渠道和大家保持緊密溝通；又積極透過增加資源、
增加人手，以及其他短、中、長期措施，逐步改善大
家的工作環境，長遠優化我們的醫療系統。」
陳肇始再次衷心感謝每位醫護、支援職系同事時

刻緊守崗位，盡心盡力服務病人。「同事有心，政
府更有決心與醫管局攜手解決人手問題。大家加
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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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
出，預料到2026至2027
年度，香港將欠缺1.1萬
多個資助安老宿位。他

其後與傳媒會面時強調，政府一定會千方
百計，寸土必爭，一方面在適合地方盡量
覓地興建安老院，亦希望在私人賣地方面
做多些，如說服發展商能在其比較多和大
的興建住宅地方，預留土地興建安老院。

現逾兩千宿位興建中
羅致光指出，安老事務委員會於前年7
月公佈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有不少建議，
當中包括重新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
入安老服務的規劃比率，當中包括長者地
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院舍住宿照顧服
務及社區照顧服務。
他指，在草擬方案的安老服務規劃比率
時，政府是以推算2026年的服務需求為基
礎。重新寫入準則的院舍照顧服務規劃比
率，為每1,000名 65歲或以上人口，設

21.3個資助宿位 ，即到2026年的目標約
為4.62萬個資助宿位。
他續指，在去年底，政府提供2.7萬個

資助宿位。現時在計劃興建中的資助安老
宿位，將提供約2,263個宿位。另外，在
2018年施政報告，政府建議在未來5年會
增加宿位5,000個。換言之，到2026至
2027年度，還欠缺1.1萬多個資助宿位。

羅致光：建舍或需七八年
此外，在第一期「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
特別計劃」中，透過非政府機構就其擁有
的土地發展或重建，以提供多元化津助及
自負盈虧服務，當中包括約7,600個安老
院舍宿位。若有關建議能順利落實而資助
宿位佔六成或七成，即有4,560或5,320個
資助宿位，亦即將2026至2027年度的短
缺減低至6,247至7,007個宿位。
綜合這些數字，再以平均每間安老院有

約100個資助宿位計算，羅致光表示，至
2026年，尚欠約62間至70間安老院舍。
故現屆政府仍需努力覓地興建安老院。其

中一招，便是在今年內推出第二期特別計
劃，增加所需福利設施，包括安老院。惟
因興建需時，一般要七八年或更長，故要
進一步減低短缺，有一定難度。
他指，安老服務規劃比率準則消失了10

年，現在重新出現，只是一個開始，其作用
亦長遠。惟現在要增加服務供應的挑戰雖然
大，但更厲害的挑戰是2031年之後的20至
30年間，真正的高齡海嘯才出現，亦是今天
重寫有關規劃標準產生作用之時。

2026年將欠70間院舍 覓地興建寸土必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民

建聯義工隊十多名青年義工昨日到訪大角
咀的老人院，向長者派發小禮物，並和長
者坦率交流。為應對人口老化，青民建議
政府下調各種長者福利年齡門檻，並完善
社區安老配套設施及服務，發展以長者為
本的居家安老智能網絡，推動一社區一長
者中心計劃；為區內長者提供基本醫療及
健康服務，減少長者入住院舍比率，讓他
們可以在社區安享晚年。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副主席張思穎及油
尖旺區議員蔡少峰，昨日組織十多名義工到大
角咀老人院探望長者。顏汶羽表示，青民一直
推動青年於社區進行義工服務，並組織了今次
義工活動，向長者派發小禮物。同時，他們希
望在探訪過程中，讓青年與長者彼此交談，增
加認識和了解，促進社區和諧。
為應對人口老化，青民建議政府下調各

種長者福利年齡門檻，如下調長者兩元乘車
優惠及長者醫療券的年齡門檻，由65歲劃
一下調至60歲，並擴闊「長者醫療券」的
適用範圍，包括可用作購買醫療器材，例如
助聽器等，再增加宣傳推廣，令更多長者能

善用醫療劵。
同時，青民建議將毋須經濟審查生果金

的受惠年齡下降至65歲，並分別上調「長
者生活津貼」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高
額長津)的資產限額至80萬及30萬，讓更多
有需要的長者可以受惠。
青民還建議政府應完善社區安老配套設施及

服務，配合家居安老政策，發展以長者為本的
居家安老智能網絡，引進及善用樂齡科技，並
推動一社區一長者中心計劃；中心附設遠程醫
療保健系統及長駐專業中西醫護人士，為區內
長者提供基本醫療及健康服務，減少長者入住
院舍比率，以在社區安享晚年。

青民訪老人院 倡降福利年齡門檻

◀護士協會昨日發起遊行，要求政府
增加資源及醫護人手。陳肇始（右
二）在現場回應有關訴求。

▲蔣麗芸昨日到場，呼籲醫管局盡快
增加人手。

■■陳肇始陳肇始（（左一左一））到公立醫院與醫護同事交流到公立醫院與醫護同事交流。。

■■青年民建聯義工隊探訪老人院青年民建聯義工隊探訪老人院。。

■羅致光 (前右二)指政府一定會千方百計
覓地興建安老院。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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