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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失誤如何對得起那一顆心 戴耀廷拿市民當白老鼠

社 評 井水集

本港昨日發生罕見嚴重醫療事故，
一名A型血型病人接受心臟移植手術，
手術順利成功，但植入其體內的竟然是
一枚AB血型的心臟，病人出現排斥，
目前情況嚴重。

事故的發生，令人震驚，亦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毫無疑問，心臟移植是一
項重大手術，期間不能排除發生醫療事
故的風險；但眼前事例，用於移植的心
臟沒有問題，手術過程也沒有出任何岔
子，但是接受移植者與捐心者的血型不
相符，紕漏竟然出在一個最基本、最起
碼的程序環節上，實在令人驚訝和不能
接受。

正如有 「換肝之父」 之稱的港大醫
學院外科系教授盧寵茂醫生所指出，血
液配對只是一項常識問題， 「就如ABC
咁簡單」 ；香港醫學會會長謝鴻興亦認
為，情況等同輸錯血，是不能接受的錯
誤。

事實擺在眼前，該宗 「錯體心臟移
植」 事件，根本不能稱之為 「醫療事故
」 ，因為錯誤發生在尚未進入正式醫療
過程之前，明顯是一項人為的疏忽與錯
誤。事實是過去歷次大小事故，包括輸

錯血、派錯藥，以至錯領病人遺體，醫
管當局通通將之稱為 「醫療事故」 ，說
法都是與事實不符的，而且於徹查事件
真相，包括找出相關責任人與出事原因
均無好處，更無助於防止日後再有同類
事件發生。醫療事故，有時確實無可避
免；但人為疏忽與錯誤，則完全可以避
免發生，兩者性質並不相同。

就以昨天醫管局透露的 「錯體心臟
移植」 過程看來，血液錯配的問題不僅
可以避免，而且最少有三次 「黃金機會
」 可以避免，但結果A型錯配AB型的錯
誤竟然越過一道又一道的關卡通行無阻
，直到一位護士姑娘最後核對資料發現
錯配，立即通知瑪麗醫院手術室時，醫
生已經在進行最後的縫合手術， 「錯體
心臟」 已經被 「成功植入」 病人胸腔之
內了。

事件中， 「錯體心臟」 先後歷經三
家醫院處理：接受移植的病人原本在葛
量洪醫院留醫、捐心者在伊利沙伯醫院
逝世、移植手術則在瑪麗醫院進行，也
就是說，有關血液、血型的問題，在三
家醫院的三個環節都應該經過配對和核
實，何以竟然三關俱過，最後A型病人

接受的竟是一枚AB血型的心臟呢？
有關過程還透露，決定作出移植的

葛量洪醫院一位女醫生，承認 「清楚知
道」 捐贈者與接受捐贈者的血型並不相
同，但因為 「救人心切」 ，將日常捐血
與心臟移植兩種不同概念 「混淆」 了，
遂作出了移植的決定。按此說法，此一
過程已經出了問題，但為何其後 「送出
心臟」 與 「接受心臟」 的兩個過程竟然
一點沒有發現，難道此兩個環節都沒有
對血液與血型作出配對與核實？如此重
大紕漏，又豈可以說得過去？

一心難求。心臟移植是一項非常重
大、高難度的手術，而一名人士能夠在
死後捐出珍貴的心臟，救活一條瀕臨死
亡邊緣的生命，讓自己的心臟繼續在他
人的體內跳動，更是一件何等高尚、可
貴而又奇妙的事情。器官捐贈在本港尚
待提倡，成功移植的例子可以鼓舞人心
、鼓勵捐贈，相反則可能會起到反面的
效果。可以相信，醫者父母心，沒有人
願意出錯，但不應該發生的錯誤竟然發
生了，有關方面亡羊補牢，必須要切實
調查和改進工作，制訂有效的預防措施
，才能對得起那一顆被錯植的心！

「佔領中環」 發起人戴耀廷等，
連日繼續在為 「佔中」 行動造勢，包
括下月中舉行 「共商日」 ，通過三次
「共商」 ，最終制訂一份 「民間普選

特首方案」 ，中央如不接受，就要 「
佔中」 。

有關報道透露，所謂 「共商」 ，
是兩名美國政治學者近年提出的一個
新理念，大意是以民間、民眾的力量
來主導及迫使當權者答允一些要求。
如果戴耀廷能夠成功以 「佔中」 迫使
中央在特首普選問題上讓步，那將是
「共商」 理念首次在全球 「成功應用

」 及 「立下先例」 ，將是一項重大的
「學術成就」 云云。

有關報道假如屬實的話，那麼，
戴耀廷一夥的狐狸尾巴是再一次、更
徹底的暴露在世人面前了；他們搞的
「共商日」 、 「民間普選特首方案」

以至最終 「佔中」 ，原來內中包含有
他們個人在所謂學術上的目的與私利
，以普選為釣餌、以市民為芻狗，實
質是為自己欺世盜名、臉上貼金！

而關係到港人社會整體利益和福
祉的二○一七普選特首，竟被戴某人

利用來作為個人 「揚名立萬」 的工具
，他事先有沒有把這一個背景向市民
講清楚？還是含糊其詞，企圖蒙混過
關？

顯然， 「佔中」 行動其實是被利
用為西方所謂民主政治研究的 「實驗
工具」 ，參加者無非就是一群 「白老
鼠」 ！而此群 「白老鼠」 ，分分鐘會
因非法佔領和暴力衝擊而被拘留，控
告以至坐牢，甚至賠上工作和學業，
但作為發起人的戴耀廷一夥，是不管
參加者死活的，一旦 「佔中」 鬧得沸
沸揚揚、衝擊普選，他們就大可以興
高采烈的宣稱什麼全球首創 「共商成
功」 ，從而騙取他們的 「學術桂冠」
去了。

「佔中」 背後，危機重重、陰謀
重重， 「佔中」 的提出絕不是為了什
麼 「真普選」 ，更不是為了港人的福
祉。而只要進一步揭開戴耀廷之流的
險惡用心， 「佔中」 的真面目就必將
暴露無遺，政治上抗中亂港、個人大
撈政治和學術本錢，如此而已，豈有
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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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將政改問題無限放大，更四處煽風點火，企
圖以「佔領中環」威逼中央及特區政府。全國政協常委陳
永棋感嘆部分人不懂得珍惜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身在
福中不知福。對於政改，他呼籲社會各方理智地討論問
題，並表示發動群眾運動搞過火的行為可能會為香港社
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甚至令2017年特首普選再次延遲。

本報記者 黃昱

由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 「佔領中環」被反對派視為
有效的武器，去脅迫中央及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讓他們為所欲為
，陳永棋對此表示，香港需要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來發展， 「
佔領中環」這一類型過激的行為，對香港整個社會來說，都沒有益
處，將嚴重衝擊社會的和諧穩定。

斥自封民意代表脅迫中央
他指出： 「現在有些人自稱是市民的代表，但都是自己封自己

的，政府也不會單和這些團體去談判。」他認為香港政府可以先在
今年做好民生等實事的工作，再在來年提出諮詢文件，讓社會去討
論。根據社會的討論意見，最後談出結果。

陳永棋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並非獨立國
家。部分人沒有清楚認識到這個前提而去為所欲為，對大家都沒有

好處。他指，當年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對香港能夠背靠大陸發展
而感到羨慕不已。反觀當下，陳永棋不無感嘆： 「現在的香港是身
在福中不知福，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論及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陳永棋直呼贊同。他認為愛國愛
港等於是空氣和水，兩者都是基本的要求。而行政長官也要由中央
任命，很難想像如果一個和中央對着幹的人被選為行政長官後，會
對香港產生怎樣的惡果。

他又坦言，自己十分希望到2017年的時候，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
官。但他擔憂如果部分人固執己見，令香港繼續對立下去，最終的
局面可能是一拍兩散，造成嚴重的惡果，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亦可
能會被延遲。

籲少一些吵鬧多做實事
面對社會的現狀，陳永棋就表示香港應該少一些吵鬧，多做一

點實事。他舉例香港曾經一度在綜合實力上大幅領先新加坡與廣東
省，但現在卻面臨被反超的局面，原因值得反思。他說： 「現在立
法會就是一個混亂的地方，拉布剪布，剪布拉布，拉拉扯扯，令立
法會根本做不了事情，政府拿出來的政策遲遲不能通過，這對香港
來說真的很傷。」

陳永棋說： 「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靜下來，不要將自己看得那麼
大，以為真理就一定站在自己的一邊，而應該真的冷靜地去處理事
情。」他亦呼籲社會各界不要受一小部分人的言論煽動，而做出一
些傻事與蠢事。

倡政府廣納人才提供願景

群眾運動搞過火後果嚴重

陳永棋：佔中衝擊和諧穩定

【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香港當下面
對一系列的問題與挑戰，陳永棋建議政府廣
納人才，吸收意見，同時也需要為青年發展
提供一個良好的就業與發展環境；一方面令
他們可以積極向上，另一方面亦可以減少他
們被反動派煽動的機會。

論及香港怎樣才能克服面前的挑戰，陳
永棋就表示政府在用人方面需要廣納香港的

人才，讓各方面的有智之士能夠一同為香港
未來的發展出謀劃策。他指出，群策群力，
更好地團結各界的力量，自然亦能夠收穫更
好的結果。當然，在此過程中，需要政府提
高運作的透明度，開誠布公地做好決策。

另外，陳永棋亦指出，香港社會貧富懸
殊的問題較為嚴重，政府需要推出相應的政
策與措施去改善民生。而為青年提供發展空

間就是一箭雙鵰的良方。他分析表示，香港
部分青少年之所以容易被煽動，與他們自身
發展受限有關。他說： 「前路茫茫，自己都
看不到自己的出路，那自然是一有人呼籲，
就走出來了。所以政府應該集中精力，着手
為青年人創造多點就業與機會。」

他續指，如果能夠提供良好的環境，讓
青年人在讀完書以後，可以較為順利地找到
工作，而這些工作也能夠提供他們發展機會
的話，就能夠使他們看到自己的前途而專
注事業，也能夠更好地帶動香港整體邁步向
前。

▲陳永棋強調， 「佔領中環」 這一類型過激的行為，將嚴重衝
擊社會的和諧穩定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反對派鼓
吹 「佔領中環」運動並視之為在普選上對付
中央的重要「談判籌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王敏剛批評鼓吹者罔顧香港的核心價值，意
圖在香港推動 「革命」，擾亂社會秩序。他
譴責煽動 「佔中的反對派人士不講法、教育
界人士不導人向善、宗教界人士不論道。」

圖削弱「一國兩制」成效
就最近政改的爭論，王敏剛接受本報訪

問時呼籲社會要多元、包容，指出香港社會
近年來對政制發展雖然有不同看法，但一樣
可以透過理性和平方式，讓不同聲音都可以
表達、討論。提到由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
廷發起的 「佔領中環」運動，王敏剛怒斥鼓
吹者罔顧香港的核心價值、荼毒香港年輕人
，行動亦會衝擊中央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對香港社會的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王敏剛譴責 「反對派人士不講法、教育
界不導人向善、宗教界人士不論道」。他指
出，外國潛伏在港勢力暗中支持 「佔中」行
動，企圖搞亂香港，削弱 「一國兩制」的成
效，全港市民對此都要有所警惕，他相信市
民，甚至全世界都會慢慢看清反對派的真面

目。
對於反對派指2017年特首選舉將是 「假

普選」的說法，王敏剛表示，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恵珠已詳細解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
（B）的相關規定對香港無效。他又認為，
若用國際公約凌駕基本法是扭曲常識，因為

人權公約對簽約國的約束是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要根據不同國家憲法，更何況中國並未
落實實行此條約。

至於一人一票選提名委員會，王敏剛認
為是「混淆視聽、巧辭令色，將事實扭曲」，
因為基本法已說明特首候選人要由一個具廣
泛代表性提名委員會經過民主程序產生出來
，而提名委員會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
成辦法，合情合法。 「如果提名委員會要一
人一票選，就已經是選舉，還何需提名？」

民意不僅有量還要有質
王敏剛又以反對派常用孫中山的話作例

子，表示普及而平等並不是反對派所說的一
人一票， 「代表民意不能只有量，還有質」
。他說，即使美國都是由五百多位選舉人代
表三億人， 「我們何來小圈子？何況選委都
是經選舉產生，你可以說我們沒有別人開放
，但香港都有這個機制。」他又提到孫中山
《民權篇》中說，一人一票平等選舉在世界
各地成功率成疑，法國大革命當初是還政於
民，一人一票，但最終都變成暴民政治，此
後再沒有用過。因此，提名委員會機制並不
存在 「篩選」、 「小圈子」的說法。

王敏剛：警惕外國勢力撐佔中

▲王敏剛指出，外國勢力暗中支持 「佔
中」 ，企圖搞亂香港，以達到破壞 「一
國兩制」 目的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 「佔領中環」帶來的破壞力
不容低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認為，香港算是世界上一
個幸福的地方，質疑是否有需要犯法去進行抗命。對於回歸以
來反對派毫不理性地為反對而反對，而且得寸進尺地意圖破壞
香港法治基石，他覺得中央在政改方面再無妥協餘地，不能再
向反對派讓步。

提到 「佔領中環」鼓動的衝擊社會，衝擊法治，意圖以威
脅破壞秩序作為談判籌碼，王敏剛慨嘆，香港社會經過幾代人
的發展和市民的努力，各方面情況在世界上來說相當不錯，而
且政府其實亦着力改善香港民生， 「但佔領中環對本港的金融
及經濟帶來衝擊，有必要嗎？作為市民，看到政府要應付這些
事，覺得不公平，我期望政府可花更多時間在經濟及扶貧方面
」。

他又說，有人想翻炒一些外國出現的情況搗亂香港、顛覆
社會的正常運作，衝擊政府， 「但香港對比起其他地方，是否
有需要以犯法進行抗命？大家是否可以坐下來溝通？」他引述
聯合國數據：全世界有四分之一人缺糧，一成人缺水，香港既
無缺糧缺水問題，亦無一些大城市面對的治安問題， 「港人是
否應該珍惜？」

王敏剛分析，現時香港構成反對派的類別中，有的是因個
人經歷對中國有怨恨；有的是一直受到外國價值觀影響，而這
批人可以理性溝通；有的是政治投機分子，他認為這類人居多
；有的則是死心塌地跟隨西方走的人，利用香港衝擊特區及中
央政府；還有是在港的外國勢力。他認為，中央對反對派長時
期過度包容，至令其得寸進尺，現時要寸步必爭、堅守立場，
在政改方面再無妥協餘地， 「中央可以透過溝通作某程度的妥
協，不能再向他們讓步」。

反對派得寸進尺
中央不能再讓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