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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死鳥增病毒微變 缺針對性疫苗削保護力
今冬禽流更惡 或現本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

琪）禽流感病毒基因不斷演

變，令疫苗效用減低甚至失

效。一直監察禽流感病毒基因

演變的傳染病專家袁國勇指，

今年檢獲死鳥數目較過往兩年

多，加上病毒基因輕微改變，

雖然未至於變種，但暫未成功

研發針對性疫苗，令保護程度

大削。他續指，以往病發期多

在冬季，但今年踏入夏季仍有

感染個案，預料今年冬季高峰

期較以往嚴重，甚至出現本地

感染個案。

據漁護署資料顯示，截至本月19日，香港
今年發現22隻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

死鳥，較去年同期7隻增加逾兩倍。而發現死
鳥的地區以新界西北最多，單是元朗和屯
門，分別有6隻和5隻。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系主任袁國勇指，今年檢獲死鳥病毒基因，
多屬禽流感病毒支系「2.3.2.1」，而不是以往
多發現的病毒支系「2.3.4」，顯示病毒基因輕
微改變，不過暫未有疫苗針對病毒支系

「2.3.2.1」。雖然可以接種病毒支系「2.3.4」疫
苗，但保護效用有限。

入夏仍現感染個案響警號
以往禽流感發病期多在冬天，但今年5月仍

有一名兩歲男童感染禽流感，及至7月，雀仔
街仍發現有雀鳥感染禽流感，袁國勇說：
「種種蛛絲馬跡顯示今年是（禽流感發病）高
峰期」，並指雖然香港已多年沒發現本地感染

禽流感個案，但今年有發現本地感染個案風
險。
袁國勇建議政府加強監察，以制訂控制疫

情策略及教育公眾。漁護署表示，一直密切
留意香港及鄰近地區禽流感情況，包括分析
檢獲的野鳥屍體病毒基因。目前為止，暫未
發現禽流感病毒變異。
衛生署表示，今年流感高峰期較特別，自1

月踏入流感高峰期後，至今已持續半年，較

過往高峰期長。不過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流
感活躍程度已逐漸下降，預料未來數周會回
復至基線水平。

衛署續推疫苗資助計劃
衛生署發言人稱，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密

切監測流感情況，以便採取適切防控措施，
亦會在2012至2013年度繼續推行疫苗資助計
劃，例如「長者疫苗資助計劃」等。

一折傢具吸客 逾百人排通宵

沈祖堯盼政府資助研術後減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初

生嬰兒往往因難產而缺氧，需入住
深切治療部，伊利沙伯伊院嬰兒深
切治療科去年底引入多項設施照顧
這批嬰兒，俗稱「寒冰床」的凍腦
機，對缺氧或患缺血性腦病的足月
新生嬰兒進行低溫治療，減低他們
腦部發育受損可能性，成功為6個新
生嬰兒作護理，把腦部損傷降至最
低。
伊院嬰兒深切治療科去年底引入

凍腦機，除了可對有缺氧缺血性腦
病新生嬰兒進行低溫治療外，亦有
導管把蒸餾水輸送到 溫氈，幫助
嬰兒保持正常體溫和皮膚濕度。伊
院兒科資深護師陳 表示，沒有引
入凍腦機時，新生嬰兒若因難產而
導致缺氧或患缺血性腦病，會引致
大腦嚴重受損，危害智力，但引入
凍腦機後，情況已有改善。

「長頸鹿」育嬰箱可變工作台

伊院引入7部俗稱「長頸鹿」的多
功能育嬰溫箱，陳 表示，「長頸
鹿」箱蓋能自動升降，只需輕觸按
鍵，便能把育嬰箱轉化成工作台，
方便醫護人員急救，儘量避免高危
嬰兒因急救移動造成傷害。她稱
「長頸鹿」備有水箱及暖燈，能為極
早產嬰兒提供高濕度 溫護理，不
僅有助減少痛楚，也可減少醫護人
員工作量。

腦功能監察儀監測異常
另伊院引入1部24小時嬰兒腦功能

監測儀，及早監測和記錄嬰兒抽筋
等異常情況，協助醫護人員進行藥
物治療。身兼伊院護理總經理的九
龍中醫院聯網護理總經理廖綺華表
示，雖然過往伊院嬰兒深切治療科
人手不足，但當看見嬰兒康復出
院，以及收到父母寄來的嬰兒成長
照片，頓時倍感欣慰，成為團隊工
作最大動力。

港 聞 拼 盤

伊院「寒冰床」防缺氧嬰腦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嘉露）

「世界肝炎日」下月28日舉行，有團
體昨日發出「香港零丙肝」宣言，
期望香港是全球首個無丙型肝炎城
市，又呼籲1991年前曾在港接受輸血
或共用針筒人士主動接受丙肝病毒
測試，以便及時診斷獲適當治療。
亞太病毒肝炎撲滅聯盟創會成員

之一黎青龍表示，全港目前估計約
有17,000名丙型肝炎病患者，數量較
愛滋病患者多，卻被一般市民忽
視。而患者缺乏病徵，往往在後期
才知自己患病。
20%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會在30年內

變成肝硬化，每年有1%至4%肝硬化
病人惡化成肝癌。
他又指，最新治療方案─使用注

射式干擾素及利巴韋林的同時，加
入蛋白 抑制劑，稱為「三合一治
療」，雖仍會產生失眠、抑鬱等注射
式干擾素引致的副作用，但治癒率
由約50%至70%提升至逾90%，能有
效抑制病毒。他補充指，目前全港
有5名病人已使用該療法。

1991年前共用針筒易患丙肝
他續指，丙型肝炎主要傳染途徑

是接受輸血和共用針筒。由於香港
紅十字會1991年開始，為收集的血液
樣本進行丙型肝炎抗體測試，故1991
年前曾在港接受輸血或有共用針筒
人士較大機會患丙型肝炎，呼籲他
們盡早主動接受丙肝病毒測試，以
免延誤診斷。

打造零丙肝之城 團體籲主動測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嘉露）

「全港關注平台」昨日於城大舉行
房戶居民「逼無可逼申訴大會」，參
加者包括多名 房居民、社工等逾
40人。該組織召集人賴建國表示，
政府必須加快增建公屋，減少 房
戶。他提醒，當局清拆高危工廈
房時，需配合安置政策，避免低收
入 房戶搬往更惡劣的居住環境。
他又指增建公屋期間，應以「公營
房」作過渡性居所，讓 房戶有

更安全及衛生的地方。同時他要求
修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管制加租幅度，保障租戶。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
教授劉國裕認為，許多基層家庭與
蛇蟲鼠蟻共居一室，在香港這個富
裕社會，是不可接受的。

教授籲先處理低收入 房戶
劉國裕呼籲當局先處理低收入家庭

「 房戶」，再考慮興建青年宿舍。
居住 房已8年的阿蓮（59歲）

指，靠3,300元失業綜援金過活，但
每月租金高達1,400元。她3年前由深
水 遷至大角咀一個無窗、面積約
50方呎的板間房，患上哮喘病、高
血壓及糖尿病，希望早日上公屋。

房戶促增建公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何

嘉露）香港咖
啡紅茶協會昨
日舉辦《國際
金 茶 王 大 賽
2012》奶茶工
作坊，邀得來
自世界各地的
駐港領事或代
表參與，學習沖泡港式奶茶，認識
本港飲食文化。
大會昨日邀請印度、哈薩克斯

坦、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德
國、瑞士等駐港領事或領事館代表
出席工作坊，由2009年金茶王陳偉聰
示範及指導，讓他們學習沖泡色、
香、味俱全的港式奶茶，藉此增加
對港式奶茶的認識。
香港咖啡紅茶協會主席黃家和表

示，金茶王大賽2010年開始在墨爾
本、多倫多、多個內地城市等地舉
行，致力推廣港式奶茶及其文化至

世界各地。

金茶王總決賽下月舉行
市民可於下月18日及19日前往「香

港國際茶展」觀賞《國際金茶王大
賽2012》國際總決賽，以及美食博覽
觀看金鴛鴦大賽。
已舉辦3年的《國際金茶王大賽

2012》，由香港咖啡紅茶協會、香港
貿易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局、金
百加集團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合
辦，獲「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撥款資助。

多國領事學沖港式奶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香港公營醫
療系統完善，加上醫管局支援，令香港醫學研
究成本遠低於其他城市。腸胃科研究權威兼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指，減少手術後用藥的研究
對病人有益，但會影響藥廠生意，藥廠不會資
助研究，因此政府資助對醫學研究長遠發展很
重要。他強調，即使政府投資在研究的撥款不
及其他城市，但同樣能做到高水平研究。
沈祖堯表示，雖然美國和新加坡等地政府醫

學研究撥款較香港多，但香港約90%病人均使
用公營醫療服務，醫管局利用資料建立中央電
子病歷資料庫，為醫學研究提供多項重要醫療
數據。另化驗、抽血等程序均可使用醫管局資
源，大幅減低研究成本；外國則要逐項計算費
用。他指香港擁有完善醫療系統，有助減低醫
學研究成本，同等規模的研究，香港成本較美
國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而且屢獲國際肯
定。

研究致虧本 藥廠拒投資

中大醫學院研究團隊
早年申請政府研究基
金，成功研究使用抗生
素治療幽門螺旋菌引致
的腸胃潰瘍，不但治療
成本低廉，而且手術後
服食一周抗生素便可停
服胃藥，免卻長期服藥
之苦。醫學研究主要資
金來源是政府和藥廠，
倘若無政府資助，這類
研究便無法進行。沈祖
堯指，因為藥廠沒有誘
因投資，「藥廠不會資
助此項研究，病人可減
少用藥即會導致『倒米』（虧本）」。

醫療研究基金接受申請
由政府資助的「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即日起

接受申請，公營和私營學術、科研及醫護人員

均可申請，亦可與非本港機構合作研究，現時
基金儲備為14億元。
食物及衛生局秘書長（衛生）鍾沛康預期，

儲備足以讓基金運作5年至6年，有需要時政府
會注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建邦）渠務署與
香港大學合作在沙田污水處理廠綠化研究初見成
效，發現在污泥貯存缸外牆種植攀緣植物，夏天
能把牆身表面溫度由44℃降至37℃；屋頂綠化亦
成功把室內溫度下降2.3℃。渠務署副署長徐偉表
示，綠化工程既可替城市降溫，又可美化環境，
將會考慮其他綠化研究工作。

種攀緣植物 覆蓋3千平米
渠務署2008年開始，為轄下污水廠及泵房進行

垂直綠化工程，前年與港大合作斥資300萬元，
在沙田污水處理廠4個高13米污泥貯存缸外牆，
栽種20種攀緣植物，並進行垂直綠化研究，植物
品種包括炮仗花、首冠藤、凌霄、金銀花、使君
子、紫藤等，覆蓋面積達3,000平方米。研究發現
多種植物均有降溫效果，以炮杖花最具成效。
根據去年8月紅外線表面溫度監測結果，夏天

高溫暴曬，污泥貯存缸外牆可達44℃高溫，但種
植了炮杖花的牆身，溫度只有37℃，反映炮杖花
能有效透過水份蒸騰作用，達至降溫效果。研究

又發現，在經改良的土壤上種植攀緣植物，平均
生長高度較原有土壤植物高34%。攀緣植物如使
君子及紫藤只需5個月，便可在在鐵網輔助下攀
到缸頂。

研合適品種 盼年底公布
渠務署副署長徐偉表示，沙田污水處理廠同時

進行多項屋頂綠化工程，種植14萬棵地被植物，
改善空氣質素和四周景觀，亦降低能源消耗，為
室內溫度減低多達2.3℃。他稱垂直綠化不但可替
城市降溫，又可美化環境，會積極考慮進行更多
攀緣植物垂直綠化研究。他續稱，希望年底公布
的研究結果可讓各界作參考，揀選合適植物。
徐偉表示，渠務署現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研

究綠化天台對徑流減少及強風對綠化天台的影
響，以掌握排水速度數據，預計2013年6月完成。
渠務署於九龍城污水泵房、跑馬地地下蓄洪泵
房、啟德河等地進行綠化工作，如種植草被植物
及攀緣植物。至於河堤方面，位於新界的軍地河
及石上河已完成綠化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書展倒數第三
天，因銷情理想，未見減價促銷。縱然未有割
價，市民購書意慾絲毫不減，即使人多擠迫，也
要在書商提供的多項折扣下進場尋寶。有首次到
場的市民認為，書展規模龐大、書量豐富，好一
次過買下心頭好。有家長表示，書價雖較往年貴
逾20%，但仍願意花費數千元為孩子添置課外練
習。
書展昨日踏入倒數第三天，不少市民無懼天色

陰晴不定，到書展享受書香，以往不少展覽會在
倒數階段減價促銷，但場內書商未有跟隨。中華
書局副經理表示，早已為書展推出特別優惠，現
時銷情理想，部分圖書更因缺貨需額外從門市運
貨補充，故毋須割價出售。

絕版書「重出江湖」引尋寶客
書商賺得盤滿缽滿，到場市民亦購得心頭好。首次到書

展的何小姐表示，每年一度書展規模龐大，各大書商除了
展出最新出品外，亦有部分已絕版書本「重出江湖」，且貨
量有保證，故到場尋寶。已購書滿整個行李箱的朱先生表
示，今年書價較往年貴逾20%，場內折扣亦未見吸引，但
為了讓孩子把握暑期學習空檔，不惜大灑逾4,000元購買教
材及學科練習。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瀚林）

為期一個月的「第三屆香港家居折」
昨日開幕，吸引逾100人通宵排隊等
候，場內過百所家居店均提供折扣優
惠，部分更以「一折名牌傢俬」、
「100元品味家品」等作招徠。主辦單
位表示，希望家居折能把商場人流增
至80萬，預期生意額達1億元。商戶表
示，家居折把店內人流提升兩成至三
成，期望生意額上升五成。有市民表
示，將會在場內花費10萬元添置傢
俬，這次家居折為她節省約4萬元。

盼人流80萬 生意達億元
第三屆香港家居折昨日在沙田

HomeSquare揭幕，優惠期直至8月26日
結束。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租務
部助理總經理畢嘉浩表示，家居折吸
引逾100人通宵排隊，預計全日人流高
達12萬，較上屆首日高25%。今屆家
居折主要對象是本地人，而且並不局

限於某種階層。他期望家居折為商場
帶來全月80萬人流，同時營業額突破1
億元。

人流多三成 商戶表歡迎
商戶對家居折表示歡迎，Kuka市場

經理梁雪儀表示，家居折期間，人流
較平日多兩成至三成，商店提供一折
優惠購買梳化。她稱今屆人流較多，
開始首2小時生意額已達10多萬，預期
今年生意額較去年同期上升50%。
排首位的陳小姐表示，從前天早上6

時開始排隊，接近30小時。她表示，
由於剛購買兩個單位，所以決定在家
居折花費約10萬元添置傢俬。她又
稱，家居折為她節省約4萬元。
是次家居折分兩階段，首階段提供

限量1,001件低價貨品；第二階段由8月
12日開始，推出883件低價貨品，部分
商戶提供一折優惠購買梳化、床褥、
茶几等，公眾更可以100元購買家品。

屋頂外牆綠化 污水廠降溫

■徐偉表示，綠化工程既可替城市降

溫，又可美化環境。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建邦 攝

■沈祖堯（右一）表示，減少手術後用藥的研究對病人有益，但會影

響藥廠生意，故藥廠不會資助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書展雖未有出現割價促銷，但場內的折扣優惠

仍吸引不少市民到場尋寶。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第三屆香港家居折昨日開幕，吸引逾100人通宵排隊等候。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馮瀚林 攝

■多國領

事學沖港

式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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