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醫管
局本年度計劃派115名醫護人員到海外

「取經」，了解最新的醫學技術。有透過計
劃到英國考察的資深護師表示，此行得益
不淺，能學到更先進的乳腺檢查方法，及
參觀當地醫護團隊一同制訂治療方案等。
更有護士表示，外國的醫護人手儘管不及
香港緊張，但醫護的工作也不輕鬆。

護士分擔醫生工作值得參考
兩名公立醫院乳腺科專科資深護師楊

月明和陳頌詩，上月剛從英國諾丁漢大
學教學醫院接受1個月的訓練後返港。短
短一個月的觀摩令她們感受到「醫學不
斷進步，自己不能停步」。她們表示，外
國醫護人手雖然較香港充裕，但也不輕
鬆。

有16年護士經驗的楊月明此行最大得
是學會乳房檢查的新技術。她表示，

大部分到乳腺科求醫的病人都有胸部大
範圍痛楚的情況，但部分人只是肌肉
痛、肋骨痛，不一定出現乳房痛，以往
護士只從乳房正面為病人檢查，難以清
楚分辨痛症來源。她在英國觀察到當地
護士會巧妙地從側面檢查，能區分出肌
肉痛和肋骨痛。她又說，乳房檢查在外
國可以由護士主理，擔當篩選角色，既
可分擔醫生工作，又有更多時間向病人
講解，香港則由醫生負責，護士偶然幫
忙，醫生檢查時間較短，香港值得參考
外國的做法。

有14年護士經驗的陳頌詩表示，外國
醫生、護士、造影師等會一同開會研究
診症結果，討論治療方案。本港現時只
有部分專科和個別醫院採用這做法。她
又發現，英國乳腺科手術前後的護理分
工與香港截然不同，英國使用「斬件
式」，每位護士專責一個程序，香港則是

「一條龍」由同一位護士從頭到尾跟進。
她表示，這一點香港的做法比較理想。

醫管局護理經理蕭麗嫦表示，局方會參
考她們「取經」經驗和建議，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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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於機場東岸路舉辦
第7屆「翱翔活力10公里」長跑賽，共1,300多人
冒 寒風參加。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表示，工聯會
除了重視勞工權益，亦關注僱員身心健康，故多
年來為僱員舉辦不同類型的康體活動。他又指工
運就如長跑，需堅毅耐力和不屈不撓精神，全力
為工人權益打拼。 工聯會提供圖片

千人冒寒長跑

中大研新標靶藥 治幽門螺旋桿菌

115醫護英「取經」得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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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血液科目前已是全港最大規
模的血癌治療中心，在亞洲區亦享負盛
名。香港大學血液腫瘤和骨髓移植科主
任鄺沃林教授表示，隨 香港人口老
化，各類血癌病人數目不斷攀升，每年
各類血癌新症達4,000宗。他舉例，常見
的淋巴腫瘤10年前約有600宗新症，近年
已增加至1,400宗至2,000宗，增幅高達2
倍，已成為香港第6大常見腫瘤。鄺沃林
表示，65歲或以上長者是血癌的高危一
族，預期隨 人口老化將令血癌病人數
目飆升，但同時患者也有年輕化趨勢，
再加上醫療費用昂貴，為未來治療血癌
帶來嚴峻挑戰。

年骨髓移植手術擬增至250宗
瑪麗醫院為應付醫療需求，計劃在未

來5年間打造成亞洲區最強的血液疾病治
療中心，為本地及附近地區病人提供最
佳治療。

鄺沃林表示，首步是擴充骨髓移植中
心及血液腫瘤治療中心。目前瑪麗醫院
有10間骨髓移植病房，每年能為130名病
人進行移植，平均輪候時間3個月，該
院計劃在2016年前將病房增加1.4倍至24
間，每年處理移植手術的個案增至250
宗，病人輪候時間縮短2/3至1個月；血
液腫瘤治療中心方面，病床增加1倍至
40張，輪候治療日數銳減3/4至3天，每
月服務病人數目相應增加1倍至140人。

「血液科團隊將是內科中最大團隊」
為配合中心增加收症數目，第2步是擴

大醫護團隊及培訓更多人才。鄺沃林表

示，院方計劃在2016年前為中心增聘5名
醫生和42名護士，並培訓13名醫生及45
名護士。他說：「瑪麗血液科團隊將會
是任何內科之中最大團隊。」第3步是重
整血液科專科診所門診服務，按疾病類
別進行分流及排期，縮短病人輪候專科
的時間。

醫學界現時對亞洲較常見的淋巴腫瘤成
因未有深入研究，瑪麗血液科計劃領導大
型血癌研究項目，包括研究亞洲人患淋巴
腫瘤的成因、砒霜研究、淋巴腫瘤臨床研
究等。鄺沃林表示，院方敲定5年發展計
劃，不單惠澤病人，亦令醫護人員的發展
前景更明朗，有助降低流失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幽門螺旋桿菌是
現時唯一能在胃酸中生長的細菌，它能損害腸道
黏膜，導致消化性潰瘍，甚至胃癌，現時全球已
有一半人口受到感染。中大最新研究發現，幽門
螺旋桿菌能生產尿素 ，在接收兩個鎳離子後，
把尿素 活化，分解胃內尿素，中和胃酸，是該
菌能在胃部生存的關鍵。專家更實證，3種輔助
激活尿素 的蛋白質能自我集結成分子機器，把
鎳離子運送到尿素 。研究小組正研發新標靶藥
物，抑制該分子機器的自我組裝能力，冀能根治
幽門螺旋桿菌。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蛋白質科學與晶體研究中心
黃錦波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
揭示幽門螺旋桿菌，在胃部的酸性環境中生存的
機理。黃錦波稱，該菌的生存取決於有活性的尿

素 ，其團隊利用X射線晶體學技術，產生像顯
微鏡一樣的效果，觀察4個輔助激活尿素 的蛋
白質分子結構，結果發現UreF、UreH和UreG輔
助蛋白能自行集結成分子機器，將鎳離子運到尿
素 。

惡菌抗藥性日增 抗生素漸失效
黃錦波表示，只要破壞UreF、UreH和UreG分

子機器的形成，便能抑制活性尿素 的合成，而
幽門螺旋桿菌亦無法在胃酸中生存。現有的抗生
素可以治癒80%至90%由致病菌引致的潰瘍，但
隨 幽門螺旋桿菌的抗藥性與日俱增，抗生素將
會逐漸失效，必須及早開發新藥控制。此研究成
果 獲 得 學 術 期 刊 《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選為「本周最佳論文」。

訂5年發展大計 房床醫護倍增 輪候時間縮三分之二

瑪麗打造亞洲最強血癌中心

吉林團死者家屬現場拜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永安旅遊一個東北

三省8天團上周五(12月9日)在吉林省榆樹市遇車
禍，導致一男一女死亡及35人受傷。2名死者的
家屬昨晨在駐京辦入境組人員陪同下，在當地辦
理手續，遺體將會舁送到哈爾濱的殯儀館，隨後
前往肇事現場拜祭，家屬正等待保險公司通知，
安排遺體返港。

是次車禍的2名死者，包括與丈夫同行的60歲
冼姓女團員及42歲莊先生。女死者的丈夫陳先生
及子女、莊先生的親友合共10多人，在旅行社安
排下，於昨晨到榆樹市辦理手續後，並前往車禍
現場路祭。

在意外發生後，首批28名團員及領隊日前已返
港。目前，有4名傷者仍在當地留醫，其中兩名
傷勢較重的女傷者最快今日凌晨至早上獲安排返
港就醫，餘下2名輕傷男傷者將繼續留在當地接
受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香港去
年錄得2,000宗淋巴腫瘤新症，較10年前的
逾600宗增加逾2倍，成為香港第六位最常
見的腫瘤。有20多年治療淋巴腫瘤經驗的
香港大學血液腫瘤和骨髓移植科主任鄺沃
林教授表示，此症近年有年輕化跡象，50
歲以下病人由20年前僅佔30%，激增至目
前佔整體50%。此症病因至今未明，但相
信與港人生活習慣西化、環境污染等有莫
大關連。

料港人生活習慣西化有關
鄺沃林表示，若以50歲作為分水嶺，20

年前50歲以下的淋巴腫瘤新症只佔整體
30%，但近年卻增至佔50%，情況與20年
前的英國相似。他憶述20年前到英國實習
時，遇過一名29歲的病人求診。他當時不
相信對方患上淋巴腫瘤，因為當時在香港
甚少有年輕患者。他表示，20年後的今
天，香港正步西方國家的後塵，近年遇到
最年輕的淋巴癌病人僅30餘歲。他表示，
內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都有此趨勢，可
見西化的生活方式與發病率上升有莫大關
係。

化療配標靶藥 費用逾24萬
淋巴腫瘤常見的病徵是淋巴腺腫大，多

數出現在頸部、腋下的淋巴腺，但不會疼
痛。若擴散至骨髓會損害造血功能，出現
貧血、瘀腫及容易受細菌感染。化療配合
標靶藥物是常用的治療方法，但費用昂
貴。急性淋巴腫瘤一般要進行6次至8次化
療，及8個標靶療程，為期半年，總費用近
14萬元；慢性淋巴腫瘤首階段要接受6次化
療和6個標靶療程，第2階段要8個標靶療
程，其間每3個月注射藥物1次，為期兩
年，總費用逾24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香港血癌新症逐年趨升，瑪麗醫

院血液科為應付需求，制定5年發展計劃，力圖打造成為亞洲區最強

的血液科治療中心。院方計劃在2016年前大幅增加各類病房數量，

其中骨髓移植中心病房將會較目前增加1.4倍，血液腫瘤治療中心病

床亦增加1倍，及增聘逾1倍的醫護人手，冀將病人的輪候時間縮短

2/3，並會領導國際血癌研究項目，為全球病人重燃生

命的希望。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據《區議會條

例》第二十條規定，年滿21歲的選民，在緊接提名前3

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沒有其他條例規定的限制，就有

資格在區議會選舉中被提名為候選人。而持有香港身份

證、通常居住於香港、年滿18歲的永久性居民可以登記

為選民。從上述規定來看，46歲的黃春平是香港永久性

居民，他是以獨立人士身份合法參選、合法當選。

黃春平有權依法參選
《區議會條例》第二十一條只限制香港現職的司法人

員和公職人員獲得提名資格，外國的政府受薪人員或代

表、外國的議會（內地人大、政協除外）成員也不能獲

得提名。中聯辦並不在上述種種機構之列。至於已經離

職者，更加不受限制。黃春平曾在中聯辦工作過，後因

個人原因回到內地，並辭去公職，如今在香港定居及謀

生。黃春平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及

當選區議員，根本不應該受到質疑。

黃春平無須特意講出曾在中聯辦任職
區議會候選人以甚麼身份參選，是候選人自己的選

擇。黃春平參選是個人行為，與中聯辦無任何關係，

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完全符合事實。反對派質

疑黃春平在參選時沒有對曾擔任中聯辦官員作清楚申

報，但法律有要求作出這樣的申報嗎？法律並沒有這

樣規定的情況下，如果黃春平特意將曾在中聯辦任職

的經歷「亮」出來，反對派肯定會作出更加惡意的演

繹，作出更加惡毒的攻擊。反對派政黨炒作黃春平中

聯辦前任職員的身份，完全是別有用心。正如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所說的那樣，「有外國國籍的

香港永久居民可以當選、可以擔任區議員，亦有英美

背景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出任政府公職，那為甚麼黃

春平有過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經歷，他的合法當選卻被

一些人責罵及歧視，那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態呢？」有

市民就以公民黨新當選的區議員司馬文為例，質疑反

對派是借題發揮。事實上，反對派這樣做的目的，就

是借機攻擊中聯辦，煽動港人與國家執政黨對立，抹

黑「一國兩制」，用心極其險惡。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出，如果有任職某些機構的人

士不能參選，將構成歧視。曾又表示，如以個人名義

參選，不代表有任何機構介入選舉。曾鈺成續稱，任

何人只要是依法參選、依法當選，就應該肯定他的權

利，法律並無列明某個政黨的人不能參選；如果任何

人想在法律之外，強加不合理條件去排除某些人的政

治權利，不但對香港無好處，而且是傷害「一國兩

制」。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早前接受《蘋果日報》專

訪，表示關注針對外傭居港權的言論，公然指摘不贊成

「外傭居港權」的民意是所謂

的「歧視」，聲稱不排除採取行

動云云。如今反對派將曾在中聯辦

工作過、早已離開並自謀生計的香港永久居民打入「另

冊」，企圖剝奪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如假包換的歧

視。對反對派責難、歧視黃春平依法參選和當選的言

論，林煥光主席才真正應採取行動，要做到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麥卡錫主義借屍還魂的鬧劇
在昨日的《城市論壇》節目上，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批評，反對派質疑黃春平依法參選的言論，「在法理上

違反法治精神」，他認為有關的言論令人聯想起美國上

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更直斥出席論壇的反對

派政客所謂的「滲透」論「不合邏輯」，「是港英散布

恐共心理的延續」。劉夢熊的批評一針見血。二戰後的

美國，曾經掀起麥卡錫主義的反共活動，總共有2,000

多萬美國人受到審查和迫害。儘管麥卡錫主義早已聲名

狼藉，但從未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在世界各地一有機會

便興風作浪。今次香港反對派政黨將黃春平依法參選和

當選，炒作成「共產黨滲透」、「破壞港人治港」云

云，企圖誤導甚至恐嚇市民，在香港掀起麥卡錫主義借

屍還魂的鬧劇，煽動港人與國家執政黨對立，手段卑

鄙，居心不良。

依法參選，人人平等，作為香港永久居民的黃春平也不例外。反對派質疑黃春平在參選時沒

有對曾擔任中聯辦官員作清楚申報，但法律有要求作出這樣的申報嗎？在法律並沒有這種規

定的情況下，如果黃春平特意將曾在中聯辦任職的經歷「亮」出來，反對派肯定會作出更加

惡意的演繹，作出更加惡毒的攻擊。正如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所說的那樣：「有外

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當選、可以擔任區議員，亦有英美背景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出任

政府公職，那為甚麼黃春平有過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經歷，他的合法當選卻被一些人責罵及歧

視，那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態呢？」事實上，反對派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借機攻擊中聯辦，煽

動港人與國家執政黨對立，抹黑「一國兩制」，用心極其險惡。

依法參選 人人平等

■黃錦波教授(右)的最新研究，破解了幽門螺旋桿菌能在胃部生
存之謎，有助研發治療的新藥物。 中大提供圖片

■醫管局派出資深護師楊月明(左)及陳頌詩(中)到英國受訓1個月。
醫管局提供圖片

■鄺沃林表示，血癌患者有年輕化趨勢，加上醫療費用昂貴，為未來治療血癌帶
來嚴峻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