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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福伯讚林鄭

昔致函求助即獲回音 16 載年年探望真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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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修例風波，香港颳
起十級政治風暴，身處風
眼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
反對派不斷抹黑，出於善
意的修例初心也遭惡意攻
擊。當日在電視機面前看
直 播 的 99 歲 福 伯 心 痛
說：「誰是誰非我不敢
說，但看着林太為平息香
福伯讚林太好長情，肯幫人，希望市民
◀
繼續支持她。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林鄭月娥去年探望福伯時
林鄭月娥去年探望福伯時，
，福
伯親筆寫讚語贈林太。 資料圖片
伯親筆寫讚語贈林太。

港紛爭，將責任全部攬上
身，感到很心痛。」在林太任社署署長期間，福伯冒昧致函
向她求助，並獲林太協助成功分配長者屋。自此，不論林太
任職署長、局長、司長，再擔任特首，16 年來每年仍不辭勞
苦探望他，可以說福伯比任何示威者更了解、更有資格評論
林太，「她真的好肯幫人、好長情，做事好有效率。好希望
香港人繼續支持林太，有她做特首，會有更多人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福伯是慈雲山一間長者中心內一
名普通院友，但他有一位「很

■與林鄭合影
與林鄭合影，
，福伯珍藏
多年。
多年
。
資料圖片

他搖頭嘆息說：「誰是誰非我不
敢說，但看着林太為平息香港紛
爭，將責任全部攬上身，感到很心
痛。」俗語說：路遙知馬力，日久
見人心，私底下的林太是怎樣一個
人？相信認識林太 16 年的福伯，比
許多人更了解林太的真性情，「林
太真的好願意幫人，不止是幾好的
官，而是非常好的官。」
年輕時曾任皮鞋匠的福伯，與林
太結緣於 2003 年。當年他與女兒、
女婿及外孫住在牛頭角一個狹小的
公屋單位，一家五口蝸居在小小公
屋，擠迫不便可想而知。
福伯在辛勞大半生後，晚年卻只
能長期做「廳長」，晚上在客廳架
起簡易床睡；為了不想與家人擠在
單位內，白天他把床收起來後，便
到附近公園遊蕩整日。
在偶然的情況下，他收到社署
「長者服務手冊」的宣傳單張，於

是壯起膽量，寫信給時任社署署長
林鄭月娥：「我都是碰碰運，其實
無抱希望。」

她做特首更多人得益
這封信卻改寫他的晚年生活。林
太當時對他的求助很上心，馬上着
社署職員跟進，並循既有的程序為
福伯輪候長者屋及綜援。
在輪候期間，林太責成社署職員
無間斷跟進福伯情況，直至他遷入
長者屋，社署職員還會跟進他適應
新環境的情況。後來，已再遷入長
者中心的福伯不幸患腸癌貧病交加
時，在醫院社工幫助下申請了免費
治療，成功切除病灶。
福伯憶述：「我只是一名升斗小
市民，以前完全不認識她（林

太），但她知道我情況後，都即刻
施以援手。這樣的官，是非常好的
官，我真的希望她無事。」
在福伯眼中，林太心地好，而且
好長情。自從 2003 年他寫信向林太
求助後，兩人一直保持聯繫，林太
之後仕途順利，由社署署長擢升為
發展局局長、政務司司長，最後還
獲任命為首位女行政長官，但林太
對福伯由始至終沒有官威，每年春
節林太例必到長者中心探望福伯和
中心其他長者，
噓寒問暖，了解
長者們的各種需
求。「她是真心
服務香港人，有
她做特首，會有 ■ 市 民 理 性 看
更多人得益。」
修例

引入罕見病新藥 資助患者減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上任兩年以實際行動表示她對弱
勢社群的關顧，包括為脊髓肌肉萎縮症
（SMA）患者親自去信藥廠，爭取將相
關新藥物引入香港，其後更透過「關愛基
金」資助每年動輒 300 萬至 600 萬元的藥
費，以減輕全港數十名患者極沉重的經濟
負擔。不少受惠家庭都感激特首。女病人
周佩珊就曾表示：「相信市民很快會接受
特區政府，不會亂罵林鄭月娥。」

患者病情改善感激特首
■吳柏霖獲林鄭引入的新藥，
病情改善。
資料圖片

SMA 是罕見病，在香港有數十名患
者。林鄭月娥此前將藥物引入香港，為不
少家庭帶來希望。在去年 5 月開始用藥的
吳柏霖接受藥物治療後情況出現大幅改

善，除了說話聲量較之前大外，手腳的活
動能力也有所提高。吳母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阿仔精神好了，每次治療後情
況也有改善，多謝特首。」
3 個月大就證實患上 SMA 的周佩珊，
雖然要長期使用呼吸機協助呼吸，頸部以
下更只餘兩隻手指有活動能力，但她之前
艱辛地用了 4 個月時間撰寫厚逾百頁的計
劃書，向政府爭取引入美國藥廠在 2016
年才推出的治療 SMA 新藥 Spinraza，並
獲林鄭月娥親自接收。

親致函美藥廠洽供藥
該藥廠最初其實未有打算將Spinraza供
應香港，但林鄭月娥得知患者的訴求後十
分「上心」，除了督促食物及衛生局跟進

■SMA 患者周佩珊相信，市民會重拾對
特首的信心。
資料圖片
外，更親自去信藥廠要求引入該藥，最終
成功令藥廠改變初衷向香港供藥。
Spinraza 雖然成功引入香港，但其高昂
藥費亦是患者一家需要面對的問題，因為
首年用藥的藥費已經高達 600 萬元，之後
每年亦達 300 萬元，一般家庭根本難以負
擔，但政府亦有措施協助患者，特別將藥
物納入「關愛基金」的醫療援助項目，令
患者不會因為經濟原因而失去治療機會。

■福伯當年寫給林鄭月娥的感謝信。

望百老人叮囑 珍惜香港福地

特殊的朋友」，就是現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林太每年春節都會來給我
拜年，我每年都會寄聖誕卡給她。」
雖然聽覺不靈、不良於行，但福伯
聲音洪亮，頭腦也很清晰，了解香
港目前的政治紛爭，也在電視上看
到林太公開道歉。

讚為息紛爭勇擔責任

資料圖片

福伯年輕時由廣州走
難到香港，與無數像他
的升斗小市民一起打
拚，把香港締造成今天
的繁華盛世。見證香港由戰亂之地演
變成東方之珠，福伯深明今天的一切
來之不易，呼籲時下年輕人珍惜香港
這塊福地，「香港有自由，有法治，
有公屋同公立醫院，有林鄭（月娥）
這樣的好官，世上仲有邊度搵到？」
福伯原名顏汝福，後改名顏福，
1920 年於廣州出生。16 歲時母親帶他
來香港定居，母親在紡織廠做女工，
他在親戚的工作坊做皮鞋學徒，之後
學滿師成為皮鞋匠。
1941年，日本侵華期間攻陷香港，更
封鎖維港，住在中環的福伯一度與在
九龍的母親、妹妹失去聯絡。
後來，日本人發現港島的肉菜全靠
九龍供應，才准許小木船來往兩岸。
「我媽媽冒生命危險，租一艘小木
船，由九龍偷渡到中環搵我，我們再
一齊坐小木船偷渡回九龍，但上落碼頭
時都被惡人勒索保護費。」



繁榮法治來之不易

日佔期間，香港缺衣少食，福伯的母
親含淚把一名女兒送給一個農戶代養。
和平後，福伯想方設法想找回妹妹，但
始終未能如願，成為一生最大的遺憾。
回想大半個世紀前的戰亂香港，福
伯仍不勝唏噓，更惜珍香港今天擁有的法治和社
會秩序，市民亦不用為三餐張羅，「在香港只要
有手有腳，肯做，就一定唔憂兩餐。」
然而，在民生獲改善後，「人禍」困擾升級，
令他深感難過，並叮囑時下年輕人珍惜香港這塊
福地，「咁好的地方，世上仲有邊度搵到？不要破
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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