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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十字會本着人道精
神，自1951年開始為有需要
人士尋找因天災或戰禍而失
去聯絡的親屬，透過大眾傳
媒、有關機構及國際紅十字

會尋人網絡協助尋查工作。受理個案需同時
符合以下四項條件：因天災或戰禍而失去聯
絡；申請人與被尋者必須為直系親屬關係，包
括：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夫婦等；申請人
或被尋者其中一方必須現居於香港；申請人必
須提供被尋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年
齡、最後聯絡地址及失散原因和過程。

失散人須為直系親屬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香港紅十字會累

積求助個案總數31,635宗，每年平均求助個
案約220宗，另有約530宗電話查詢，成功
率約35%。每宗個案協助期限，於本港尋人
為時18個月，於海外尋人為時30個月。尋
人服務是紅十字會一個關懷傷困的人道服
務，紅十字會除了為受天災及戰禍而影響的
人士提供緊急賑濟物資上的援助之外，亦關
注與親人失去聯絡的人心靈上的痛苦，故提
供尋人服務，希望透過不同途徑，協助離散

家庭團聚，重建家庭聯繫。
紅十字會提供服務的個案包括：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與親人失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戰後，
因經濟困難而被迫與親生父母骨肉分離；在港
滯留的外地難民，如上世紀80年代的越南難民
及現時的非洲難民等；受緊急天災人禍影響之
人士，如2013年菲律賓風災（51宗）、2011
年日本地震及海嘯（6宗）、2008年四川地震
（6宗）、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22
宗）、1999年台灣地震（1,249宗）及1995年
日本神戶地震（161宗）等。
尋人程序包括：首先核對資料庫，如被

尋者已在該會有登記記錄，便可迅速成功
聯絡雙方團聚；翻查香港電話簿，逐一致
電與被尋者姓名相同的人士，核對資料；
如查詢人能提供被尋者在香港的最後通訊
地址，該會將上門查訪，尋找線索；透過
網頁及報章刊登尋人啟事；及邀請查詢人
接受媒體訪問。紅十字會並會發信予政府
部門及私人機構，請求協助翻查資料並代
轉尋人訊息予被尋者，如被尋者最後通訊
地址是在海外，會將個案資料轉介至當地
紅十字會，透過國際紅十字會網絡協助尋
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日軍當年侵佔香港，犯下
無邊殺孽，更累無數家庭骨
肉分離。鄒佛水童年便與慈
母及姐弟失散，戰亂給港人
帶來的苦痛，可見一斑。鄒

佛水對香港淪陷期的慘況終身難忘，印象最
深的是飢餓，父親和二哥都因此慘死。他迄
今痛恨日本軍國主義，雖然知道當年日本戰
犯的罪行，與現在日本民眾是兩回事，但仍
強烈反對家人赴日旅遊。

為家人偷糧 父兄遭殺害
鄒佛水說，當時全家斷糧，父親為妻兒

鋌而走險偷食物，慘遭活活打死，這是他童
年的最大夢魘。然而，腹飢難忍，他和家人
只能繼續乞借、偷取日軍囤積的糧食。一次

被日本人追打時，二哥不慎跌死，而他後腦
亦被日本人用水管狠擊下暈倒，血流遍地。
最後家人偷偷把他抬回家，才慢慢「活回
來」，後腦至今留有巨大傷疤。
鄒佛水和大姐關係最好。大姐比他大四

五歲，十分愛護弟妹，遇事時勇敢保護幼
小，好不容易得來的食物，她都給弟妹吃，
自己則忍飢捱餓。鄒佛水抹着眼淚說：「大
姐願意為我哋去死，我擔心佢同細佬妹係咪
仲在世，係咪已經同媽媽一齊餓死咗。」
如果幸運能找回親人，他會和姐弟說些什

麼？鄒佛水說，幾十年沒見，肯定沒法從外貌
認出，只能互訴童年往事，確定是不是親人；
可能再說說大家這一生是怎麼過的。至於是否
對尋回家人抱有希望，他只是擦着淚說：「希
望啦，希望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鄒佛水十餘歲時被惠東養父母
收養，更名鄒佛水。他目前

因中風半身不遂，要靠輪椅活
動。提起七十多年前因為日軍侵
佔香港而被迫骨肉分離，仍止不
住頻頻拭淚。他推測孀母蔡潤
（別名蔡閏珠）或已去世，現在
希望尋找大姐周火巧（音）、三
妹周寶馨、四弟周寶行，三姐弟
若仍在世，分別為92歲、86歲和
84歲。

日佔陷絕境 家破流異地
鄒佛水回憶，他們一家原本在油
麻地開豆腐舖，先後在油麻地、深
水埗和灣仔居住，最後的住址是灣
仔大馬路99號。1942年日軍侵佔香
港後，全家生活陷入絕境，父親和
二哥周火雄（音）先後死亡。當年
姐弟們因偷食物被日本人追逐毆打
時，母親大叫：「阿仔你走啦，唔
走會死㗎！」年約10歲的鄒佛水驚
恐之下與家人走散，被一名客家人
收留，後乘船至海豐鲘門，在一間
店舖做小夥計，他說：「雖然只有
10歲，但很多活做，經常被打。」
後來他被惠東姓鄒養父母收留，務
農直至長大結婚，育有6名子女。
由於當時兩地隔絕，鄒佛水雖然
時刻盼望回港與家人團聚，卻沒能
如願，直至1973年鄒佛水才成功返
港定居。他多次往返豆腐店和舊
家，但均已物是人非，鄰居告訴
他，當年的寡母帶着孩子，戰後已
搬走，不知所終。

回港遍尋親 物是人已非
鄒佛水在港一直以打工為生，陸
續將子女接來香港定居，經濟拮
据。尋找家人的願望卻始終強烈，
有空就四處追尋，但始終沒有結
果。幾十年前他在下班路上，看見
一間珠寶店招牌是「周寶馨」，與
三妹同名，大喜之下進入珠寶店，
要求見老闆娘，但店員們一口拒

絕，鄒佛水只好買了條金鏈後離
去。他之後多次打聽，仍未獲悉老
闆娘消息，難確定是否他的三妹。

子求助紅會 盼圓老父願
歲月流逝，鄒佛水雖然一直默默

尋找任何與家人有關的信息，但已
不願和其他人提起香港家人的往
事，一旦觸及就會難過和發脾氣。
三子鄒獻彪一直希望滿足父親尋親
願望，早前在報紙上得悉香港紅十
字會免費尋人服務，於是帶同老父
向紅十字會求助。
香港紅十字會社區關懷服務部本地

緊急支援服務助理經理譚佩詩表示，
現在已很少見戰時的尋親個案，去年
10月接獲鄒佛水求助後，紅十字會按
程序展開尋人，包括與政府相關部門
和私人機構聯繫，在他們的資料庫中
尋找有用線索。
但由於申請人與被尋者失去聯絡已

久，與親人失散時申請人年幼，現時
又年事已高，對被尋者的資料及印象
模糊，可提供的有用資料不多。而很
多地址上的樓宇已被拆卸重建，增加
尋人工作的難度，且受個人私隱條例
限制，向機構要求協助時亦會遇到不
少困難，時至今日沒有收到有用線
索。因此在當事人同意下向傳媒求
助，希望幫助鄒佛水找回親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88歲老翁鄒佛水（原名「周

寶祥」）在日佔時期與家人失散，成年後尋親逾半世紀，但

孀母和三個兄弟姐妹一直杳無音訊。最近，他在兒子幫助下

找到香港紅十字會尋人服務，希望親人或知情者獲悉尋親信

息後，立即致電紅十字會尋人熱線2507 7135，一圓他延續

一生的尋親夢。

縱重逢 應不識
只盼問 可安好

年均逾200求助 三成半可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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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佛水（左）展示姐弟們的出世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鄒佛水憶起至親鄒佛水憶起至親，，不禁老不禁老
淚縱橫淚縱橫。。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本港電競運動平台CGA昨日正式營業，是
目前亞洲最大的綜合電競館。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在昨日舉行的開幕儀式上表示，特區政
府致力於推動電競這一具有潛力的新興產
業，期待這家大型綜合電競館助力香港備戰
下屆杭州亞運會，助推香港經濟多元發展。
本港電競運動發展要後來居上，一方面要制
定完整的產業政策，推動電競運動產業化；
另一方面政府要帶頭為電競運動「正名」，
消除社會誤解，增強電競運動的吸引力，把
此新興產業做大做強。

電競運動近年在全球迅速發展，成為最具
增長潛力的新興行業之一。國際知名會計師
事務所普華永道发表的題為《電競：香港下
一個經濟增長板塊》報告預計，全球電競市
場收入將由2016年的25.5億港元，增至2021
年的 68.2 億。特區政府亦着手推動本地電競
運動發展，去年向數碼港注資1億元，推動本
港電競的初期發展，除了資助興建專屬比賽
場地、開展培訓計劃外，還將推出措施改善
電競相關營商環境。

但是，相比韓國、台灣、內地等周邊國家
及地區，本港在電競發展還是落後於人，至
少要從兩個方面改變行業生態，急起直追。

首先，要完善電競運動的發牌條件和發展
環境，推出一套完整、具前瞻性的產業政
策。過去有電競館在開業前向民政署、食物
及環境衛生署等部門查詢牌照申請事宜，得
到的答案卻是政出多門、模棱兩可。電競館
的營運模式較為複雜，有別於傳統的遊戲機
中心，電競館同時經營飲食或酒吧生意，政
府必須釐清申領牌照事宜。立法會資料顯
示，創新及科技局正考慮通過《遊戲機中心

條例》第3條，在特定條件下豁免電競場地申
領「遊戲機中心牌照」，並聯同民政事務局
等部門制訂電競場地相關牌照指引，預料指
引在今年首季公佈。規範發牌手續，是引導
電競業健康發展的第一步。

其次，政府帶頭推動社會消除對電競運動
的誤解，提升認可。 社會上往往將電競簡單
地理解為「打機」，很多父母對此聞之色
變，覺得是不務正業，擔心子女沉迷電競玩
物喪志。事實上，電競不僅是一項新興產
業，也是一項體育運動，正吸引世界各地的
年輕人投身其中。內地早在2004年就舉辦了
「中國電子競技運動會」，國家體育總局將
電競正式列為官方認可的體育項目。香港至
今仍未為電競成立國際認可的體育組織，亦
未認定電競作為體育項目。現在距離杭州亞
運只有 3 年時間，政府必須盡快推進相關事
宜，增強電競運動在本港的社會認受性。

電競運動除了有運動員外，還涉及電腦技
術、舞台設計、遊戲設計、體育心理學、電
競評述員等不同範疇，電競運動員需要接受
正規訓練，強調團隊合作精神，重視科學合
理的作息計劃，與傳統體育運動相似。因
此，政府必須廣作宣傳，讓社會正確認識電
競運動的現狀和發展前景，放下有色眼鏡，
做好青少年參與電競運動的推廣、教育、培
訓，為電競發展培育更多人才。

香港作為國際都市，需要舉辦各種大型國
際盛事，增加都市魅力。特區政府應盡快制
定完整的產業政策，投放更多資源鼓勵電競
業發展，為年輕人開拓新出路，增添
香港盛事之都的吸引力。

推動產業化體育化 將電競做大做強
廣東省長馬興瑞昨在省人大開幕會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指出，廣東今年將成為內地首個
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的省份，將以全省
之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強與港澳地
區科技合作、專業服務合作。粵港經濟關係
極為密切，廣東經濟向高質量轉型發展成績
卓著、動力強勁，對香港是重大利好。廣東
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創科建設，提升法律、金
融、醫療、建築等領域市場一體化，這些領
域正是香港的優勢所在，香港應積極主動融
入廣東的新發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機遇，借廣東經濟轉型升級的東風，保持香
港經濟穩健增長。

廣東去年經濟增長 6.8%，GDP9.73 萬億元
人民幣，連續30年位居全國第一，今年廣東
GDP增速預計6%至6.5%，將成為內地首個突
破1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的省份。香港與廣東
各方面聯繫緊密，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
的發展，兩地已經成為緊密的發展共同體。
廣東經濟穩中向好，為香港提供更廣闊拓展
腹地，本港更要做好與廣東優勢互補的大文
章。

馬興瑞指出，廣東要推動經濟高質量發
展，面臨較大挑戰，一些重要領域的核心技
術仍受制於人。科技創新正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主攻方向之一，中央也希望大灣區對
國家的科技創新發揮引領作用，為中國經濟
轉型升級樹立典範。香港擁有研發、金融、
專業服務的優勢，廣東高端製造體系成熟完
善，在成果轉化和產品開發方面優勢明顯。
粵港加強在創新科技合作，在高端核心技術

上爭取突破，對粵港澳
大 灣 區 建 設

乃至整個國家都具有重大意義。此次廣東提
出，將共建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建設一批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促進實驗室、大科學裝
置、大型科研儀器設備、科學數據與港澳開
放共享。香港應與廣東相向而行，大力推動
粵港高校、科研機構和創科企業的對接合
作，共同推進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
設。

廣東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已蓄勢待發，香港
發揮法律、金融、醫療、建築等專業服務的
優勢，提升粵港澳一體化水平，助推大灣區
經濟轉型升級，正可以為香港帶來巨大機
遇。廣東特別提出，要做優做強珠三角核心
區，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富士康廣州 10.5 代
線、廣州樂金 OLED、深圳華星光電 11 代線
以及珠海集成電路全產業鏈項目等成為廣東
重點發展的項目，同時廣東將主動推進與港
澳在法律、金融、醫療、建築等領域的對
接。本港專業服務與廣東高端製造業優勢互
補空間廣闊、大有可為。更引人注目的是，
廣東將爭取自貿區擴區，爭取國家支持在自
貿區建設創新型期貨交易所，推動創業板註
冊制改革，推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
銀行，為國家進一步對外開放作大膽嘗試，
積累寶貴經驗。

40年前，內地啟動改革開放，港人以敢為
天下先的拚搏精神，率先投身廣東建設，成
就了廣東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地位，更為廣東
GDP 長年穩居全國前茅打下堅實基礎。如
今，廣東響應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要
求，再次發揮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作用，本
港更要力爭飲頭啖湯，再以香港所長，配合
廣東發展所需，也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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