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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宵」四宗罪
◆申請做檔主時，申報須填是否願意向「黃」團體捐款

◆租金、按金用途、去向詳細資料不公開透明

◆場地安全成疑，參與市民安全未有保障

◆涉嫌無牌違法經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房署取消葵涌 場地申請
民記批泛暴涉濫用公權力 憂市民誤墮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探訪西營盤歷史文化徑
協調部 傅濟

■香港醫學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轉眼來港一年，經歷了大半年的社會風波，對
香港社會還不夠熟悉的我，可謂經歷了「磨心」
的一年。在偶爾一個難得平靜的周末，我決定去
探訪西營盤歷史文化徑，了解香港的醫學發展
史。

探訪從醫院道西端開始。這一帶綠樹掩映，古
樸而幽靜，古老的石樹牆散發着濃厚的歷史氣
息，是電影取景的聖地。左手連排幾間醫療機構
──菲勒牙科醫院、贊育醫院、西營盤賽馬會分
科診所，他們對香港醫學專科發展發揮着重要作
用。翻開歷史，這裡曾是香港首間公立醫院──
「國家醫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的舊
址。「國家醫院」於1848年成立，經過數次搬
遷，至1878年在此運營，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才
陸續重建為現在的佈局。當時「國家醫院」是一
家西醫院，為西方人士提供西醫治療和康復服
務。華人市民不願接受西醫治療，他們不僅在經
濟上承擔不起高昂費用，而且在文化上也接受不

了西醫的治療方式。
沿着醫院道往東走，從磅巷轉普慶坊，在一個

喧鬧又略顯狹窄的普仁街盡頭，一眼看到莊重的
牌坊大門，那裡是香港另一間著名的醫院──東
華醫院。東華醫院是香港開埠以來歷史最悠久的
中醫院，1870年由華人捐款興建並營運。走進古
樸的文物館大堂，一幅幅金字對聯彰顯它在華人
社會的地位，正中央陳設的神農氏神位表明它源
於中華中醫。成立之初，東華醫院施醫贈藥，只
提供中醫中藥服務，其廣福義祠則常為年邁體衰
的華人陪伴最後一程。可以說，東華醫院是當時
華人的重要精神港灣。那時候的香港，西醫服務
西方人，中醫服務華人，如同兩條軌道上的車，
互不干擾。

從東華醫院回普慶坊往東不到500米，有一處
城市花園──卜公花園（Blake Garden）。在高樓
林立、寸土寸金的太平山一帶，這個休閒鍛煉的
公共空間非常難得。優美整潔的花園正門入口留
有古物事務署監製的圓形紅色牌匾，上面警示
「一八九四年太平山街一帶發生鼠疫，此後肆虐
香港近三十年，為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災禍之
一」。在這片土地上，為了還太平街區以太平，

當時的西醫和中醫各顯所能，無聲交鋒，對香港
醫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894年5月8日，「國家醫院」發現首例鼠疫
病例，隨後每天至少有 30 人死亡。截至 5 月 28
日，短短 20 天死亡達 2,215 人。對於僅 20 萬人
口的小城，這無疑是場天大的災難，不僅嚴重
破壞香港經濟，還直接威脅到每個人的生命安
全。起先，患者尋求中醫治療，但因居住擁
擠、衛生條件差，鼠疫交叉感染嚴重，疫情持
續擴散，不得不採取西醫治療、強制隔離、石
灰消毒、限制離港等綜合防控措施，疫情才逐
漸得到控制。到10月，疫情明顯減退。為防止
疫情再次爆發，太平山區居住地被清除，並改
建為城市花園。

此次疫情之後，太平山轉危為安，鼠疫再沒有
在香港大規模爆發。這個事件卻成為香港醫學發
展史上公認的轉捩點，小眾的西醫逐步被市民接
受。一方面，控制鼠疫的綜合防治措施有效，促
進了華人接受西醫。西醫得以進駐東華醫院，華
人開始進入西醫學院學習，並建設細菌檢驗所
（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等。另一方面，社會也
意識到「統一」、「綜合」醫療觀念的重要性，

應發揮兩種醫學之所長。而今，東華醫院等傳統
醫院以西醫為主，很多醫院也提供中醫服務，中
西醫學都有自己的舞台，融合發展，共同服務於
市民健康。

探訪古蹟，文化就在其中；回望歷史，故事並
未走遠。中西醫發展融合歷程是香港獨特文化發
展的縮影，無論歷史怎樣變遷，相互尊重和包容
都是這座城市的文化精髓所在。衷心祝願經歷修
例風波的香港，能重拾尊重與包容的傳統價值，
讓這個美麗的東方之珠重新煥發更加奪目的光
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泛
暴派抹黑手段千奇百怪，更到達憑
空想像的「神級」地步。工聯會前
深水埗區議員陳穎欣，日前協助一
名遺漏了屋企鑰匙的婆婆，成功開
鎖返家休息。在街坊有需要時不見
蹤影的新任深水埗麗閣區區議員李
炯卻在第一時間造謠抹黑，聲稱
「收到多個求助個案」，屈陳穎欣
要求長者向她簽名授權書云云。陳
穎欣在回應時強調，街坊和保安可
以為她作證，「不如李生都搵所謂
求助嘅街坊出嚟做證，係真街坊還
是只係路過又唔幫手嘅義工」，並
批評泛暴派與其抹黑成癮，不如多
關心市民需要。
在麗閣邨服務多年的陳穎欣，與
街坊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街坊
更視她為自己家人般，遇到困難都
會請她幫忙。她昨日在facebook貼
文，指自己雖然不再擔任區議員，
仍獲得街坊的信任，每次遇到問題
時，都找她幫忙，求助個案更有增
無減。
前晚，在麗閣邨麗蘿樓一名獨居
長者遺漏了鑰匙在家，有家歸不

得，街坊又無法聯繫到婆婆的親
人。婆婆在大堂呆坐了一晚，街坊
於是向陳穎欣求助。陳穎欣團隊立
即找來開鎖師傅，幫婆婆打開門
鎖，熱心的鄰居一起陪住婆婆。到
晚上9點20分左右，婆婆終於可以
返回屋內休息。
不過，李炯就在其facebook上稱，

收到多名麗閣邨麗蘿樓家庭戶的求
助個案，聲稱「陳前區議員要求長
者向她簽名授權書，街坊好困擾未
知道所簽的是什麼文件，故呼籲大
家『慎防受騙』，切勿向任何人士
簽署文件」，更抹黑指「陳前區議
員都會將白紙給長者簽署作選互助
委員會用途」云云，着街坊有疑問
可以找他或報警求助云云。

4年前被打甩牙 又關穎欣事？
陳穎欣表示，原本這些基本恒常

的工作，很少會拿出來講，但有街
坊向她透露，李炯在其facebook貼文
將她幫助婆婆開鎖一事，扭曲抹黑
為收集長者簽名，昨日更聽到有街
坊說該名「李姓議員」稱他4年前在
富昌邨參選時被人打甩了牙的事，

是她指使，「真係唔知好笑定好
嬲。」
陳穎欣對這些抹黑一直都一笑置

之，但如果太過分的話，她會轉介
相關部門處理，例如選舉期間關於
她的各種失實聲明，她已向選管會
投訴，而日前選管會也表示會轉交
執法機關跟進。

被泛暴派
所操控的大
埔區議會執
意要成立所
謂「保安及
政制事務委

員會」，大埔民政專員陳巧敏昨日在會議中指
出，該委員會的成立涉嫌違反《區議會條
例》，惟泛暴議員無視法例繼續議程，迫令民
政處官員及區議會秘書處提前離席。大埔區議
會前主席黃碧嬌批評泛暴派議員「小學生玩泥
沙」，認為他們未在履行區議會職能的前提
下，浪費區議會的時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觀塘區議員柯創盛亦斥責泛暴派未能依法辦
事，在區議會牽涉政治問題是偏離現實。
大埔區議會昨日舉行會議，選出轄下各委員

會主席及副主席。針對該會於上周成立的所謂
「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其職權範圍包括
「政制」及「入境事務」，大埔區民政專員陳
巧敏指出，民政處曾就該委員會職權範圍中的
「監察與大埔區內的入境事務」進行初步研
究，認為該項與《區議會條例》第六十一條制
訂的「區議會職能」有所牴觸。
不過，泛暴派任意妄為，堅持投票選舉，陳

巧敏再次提醒，相關委員會職權範圍可能違反
《區議會條例》，基於「審慎起見」，區議員
應再次討論及列出職權範圍中具體的入境事務
政策，若區議員強行選出委員會的正、副主席
選舉，民政處及區議會秘書處會離場不作支
援。最後，民政處官員及區議會秘書處於選舉

前離席。

黃碧嬌：偏離職能浪費時間
大埔區議會前主席黃碧嬌表示，區議員是要

跟從法例履行職能，若偏離區議會職能只會浪
費時間，同時成為應用撥款的阻礙，相信泛暴
派任意妄為的決定是不會受到歡迎。她並強
調，區議員要關心民生問題，事件讓人感覺泛
暴派太幼稚，像「小學生玩泥沙」，又質疑有
關人等意圖成立「影子立法會」的居心何在。

柯創盛：泛暴偏離現實
觀塘區議員柯創盛表示，區議會是諮詢架

構，民政專員亦很清楚表明態度，指出「監察
與大埔區內的入境事務」非議事職能，希望區
議員依法辦事，但他們就一直偏離現實。他希
望大埔區議員實事求是，關注民生事項，貼近
事實。
民建聯早前成立的「議會監察」昨日亦在

facebook專頁上發帖，揶揄「區議會搞獨立？
咁仲係唔係特區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橋樑？」網
民「Bing Au」留言說：「吓！真的嗎？識就
笑死唔識就嚇死！黐得咁緊要？」「Wai Wai
Or」就搞笑地說：「咁申請visa工作證先好出
國到其他區返工。目前返緊工嘅係非法入境要
送去看守所等候遣返。」「Fanny Ngan」笑
言：「獨咗立，即係唔洗（使）出政府糧，唔
洗（使）政府批基建俾（畀）大埔區喇，水都
唔好飲吖，所有鐵路巴士唔好到大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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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欣幫婆婆開鎖 遭煽暴屈「收簽名」

■陳穎欣團隊找來開鎖師傅，幫婆婆
打開門鎖。 陳穎欣fb圖片

■「議會監察」質疑泛暴舉辦「和你宵」是違反區議員的公權力。

「議會監察」召集人、民建聯副主席陳
學鋒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泛暴派

主辦的多個「和你宵」從招標文件和宣傳海
報可以發現，帶有強烈政治色彩及推廣意
識，「有個別活動甚至取得區議會撥款，涉
嫌濫用公權力為個人或某黨派的政治立場服
務。」
他解釋，「和你宵」是某種政治取態者優先
參與的商業性質活動，不但會影響附近商舖，
更影響附近不同政治立場的居民，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必須認真處理有關活動的審批。

申做檔主要表態 疑「收陀地」
「議會監察」成員李宏峯直指，獲葵青區
議會贊助、葵青區泛暴派議員梁錦威主辦的
「葵涌和你宵」，有市民在報名申請做檔主
時，被要求填寫申報是否願意將活動按金捐
出予「立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
「612人道支援基金」、「星火同盟」、
「好鄰舍北區教會」等「撐黃」團體，其中
的「星火同盟」更因涉嫌與一宗洗黑錢案有
關、戶口已被警方凍結，即使主辦方聲稱捐
錢與否不會影響抽籤結果，但難免產生「篩

選」和「必須捐錢」的觀感，質疑政治審查
的問卷影響審批申請的公正。
他續指，該活動招募檔主的宣傳海報上印

有象徵「黃色經濟圈」的「米豬連」標誌，
他認為不應以獲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來宣
傳「黃色經濟圈」政治主張，涉嫌濫用公權
力為個人或黨派的政治立場服務。而活動場
地位於的葵涌邨商場平台，屬房署管轄範
圍，他質疑房署審批時曾否考慮活動有否違
規。
梁錦威昨晚收到房署信件，房署認為「和你
宵」有商業成分，故取消其相關場地申請。

邵天虹促交代餘款去向
「議會監察」成員邵天虹則表示，由九龍

城泛暴派區議員鄺葆賢及關家倫舉辦的「黃
埔年宵」活動，每檔投標價錢高達3,000
元，但主辦方未有詳細交代資金的運用或去
向，雖然主辦方在投標文件中寫道會安排保
安員通宵當值及工作人員負責場地人流管
理，「但整個活動收入至少達12萬，究竟請
人的開支是多少？如果有餘款，去向又如何
等等，相關議員應該交代清楚。」此外，因

「黃埔年宵」的活動場地「紅磡碼頭旁的空
地」屬公眾地方，他希望政府部門能認真考
慮是否審批。

楊學明：活動對附近商店不公
至於由10名中西區泛暴區議員舉辦的西營

盤正街市集「山城年宵」，「議會監察」成
員楊學明則擔心舉辦地位於第二街至高街，
該處街道相當陡峭，擔心於該處進行公眾活
動會有安全隱憂，更質疑泛暴議員是否已就
活動購買保險保障參與者，否則遇意外時難
免爭拗責任誰屬。
他並認為，活動對附近商店不公，不少地

舖商店需「捱貴租」，卻不能在店前道路擺
賣，而年宵攤位卻能在街上擺賣同類型貨
品，使附近商店難以競爭。對於泛暴議員甫
上任半月就如此濫權，他形容是「十分可
怕」。
他續指，根據傳媒報道，多區的「和你

宵」活動暫時未獲得食環署發出「臨時公眾
娛樂牌照」，甚至未曾向政府申請任何牌
照，「議會監察」擔心會令參與活動的市民
誤墮法網。

泛暴派近日在各區掛羊頭賣狗肉，大搞所謂「和你宵」年宵活動。民建聯

「議會監察」昨日舉行記者會，質疑個別活動取得區議會撥款，涉嫌濫用公權

力為個人或黨派的政治立場服務，又批評有關活動堂而皇之要求申請做檔主的

人表明是否願意捐錢予包括因涉嫌洗黑錢而被凍結的「星火同盟」等「黃色」

機構，而且租金和按金去向亦沒有清楚交代，甚至涉嫌無牌違法經營，擔心會

令參與活動的市民誤墮法網或利益受損。房署昨晚指葵涌「和你宵」有商業成

分，已決定取消有關場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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