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米蘭大主教斯
科拉隨 前兩任教宗都
來自他國，教宗之位重

回意國機會愈來愈大，掌管最大教區的斯科拉順理成
章呼聲最高。斯科拉在教會內屬保守派，反對女性教
士及消費主義，但他獲邀加入意國保守信仰團體「共
融與釋放」卻引起外界關注。該團體在意國舉足輕
重，與不少政壇大腕扯上關係，尋求左右意國決策。
斯科拉更被指在70年代，曾給予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指
示。愛爾蘭博彩商Paddy Power及英國的威廉希爾昨
顯示，他以9賠4成頂頭大熱，跑贏「對手」巴西主教
舍雷爾。

斯科拉對文學耳熟能詳，向年輕人講道時，曾引用
美國小說家科馬克．麥卡錫的作品，呼籲思考「終點」
的意義。「終點就是快樂的生命，盡頭不是死亡，而
是永生。」教廷研究專家認為，斯科拉絕對是博學多
才的神學家。

71歲的斯科拉樞機主教，身兼米蘭大主教及威尼斯
宗主教兩個教職，在20世紀共有5名教宗有兩個職位。
因此，在本篤十六世8年前出任教宗後，斯科拉便成為
下 任 教 宗 大
熱。不過，意
國有多達28名
樞機，彼此意
見不一，斯科
拉反而在意國

以外的樞機中得到更多
支持。

在擔任威尼斯宗主教
期間，斯科拉創辦智庫

「綠洲」，尋求與伊斯蘭
教對話，凸顯威尼斯作
為東西方橋樑的歷史地
位。 ■美聯社/法新社

會議開始 新星大戰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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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門選教宗
料意巴對決

保密誓言（節錄）

樞機主教團團長索達諾昨晨帶領
115位樞機，在聖伯多祿大教

堂進行彌撒，當他提到「榮休教宗」
本篤十六世時，信眾歡呼拍掌近一分
鐘。樞機團下午列隊步行至西斯廷教
堂，沿途吟誦《諸聖禱文》，祈求聖
靈指引遴選，之後各人宣誓保密，開
始秘密會議。

被指包庇孌童 教廷反擊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樞機團分為兩
派：支持既熟悉梵蒂岡政治，卻並非
教廷建制派的斯科拉，希望他可帶來
新改革；建制派則支持舍雷爾，後者
曾於梵蒂岡主教部任職7年，被視為

最能維持教廷現狀的候選人。
自本篤十六世宣布辭職後一直未停

止批評教廷的「神父侵犯受害者網絡」
（SNAP），早前公布「污穢」名單，
點名批評涉嫌包庇神父性侵兒童的加
拿大主教韋萊及斯科拉等，無資格做
教宗。教廷發言人隆巴爾迪聞言直指

「這輪不到SNAP決定」。
受害者團體極關注遴選結果，

Catholics United表示：「若教廷選出
一個處理醜聞不力的人，便證明一切
沒有變。」墨西哥樞機里維拉、比利
時樞機丹內爾斯及意大利樞機卡爾卡
尼奧等亦被批評曾隱瞞及包庇性侵事
件。

亞裔接任 成紙上談兵

亞洲、非洲及拉美天主教會近年迅
速崛起，不少亞洲教徒盼望由當地人
接任教宗，但因115位樞機中2/3來自
歐洲及北美，且亞洲樞機幾乎都在教
廷核心圈子外，亞裔教宗仍只屬紙上
談兵。菲律賓的塔格萊是最有望當選
的亞洲樞機，但55歲的他年紀太輕，
勝算不高。

除了大量遊客及傳媒，世界各地的
神父及修女近日紛紛湧入梵蒂岡，聚
集在聖伯多祿廣場，日以繼夜祈禱祝
福秘密會議，等待新教宗步出窗台。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梵蒂岡115名樞機於香港時間昨晚深夜開始閉門會議，就遴選第266任教宗開始第一輪投票，外

界預料可在四五日內選出。梵蒂岡內部盛傳，遴選已成為兩名樞機的「雙頭馬車」對決，分別是身

處教廷建制之外的意大利教會新星、米蘭大主教斯科拉，以及建制中人、有可能成為歷來首位拉美

裔教宗的巴西聖保羅大主教舍雷爾。

115位樞機在主持會議的樞機巴蒂斯塔．雷
領誓下，手按《福音》讀出誓辭：「我們，今
次教宗遴選的投票樞機承諾並起誓，以個人及
團體名義，將誠心及一絲不苟地遵守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於1996年2月22日公布的宗座憲章

《主的普世羊群》（Universi Dominici Gregis）所
載的規定⋯⋯一切在任何方面與遴選羅馬教宗
有關的秘密⋯⋯我們承諾並起誓，在新教宗遴
選期間及之後均不會以任何途徑洩露秘密，除
非獲同一教宗授予明確權限⋯⋯。」■美聯社

高科技防遴選洩密
教宗秘密遴選會議昨展開，

會上有古老儀式，亦有高科技
安全措施，避免洩露選舉結
果。按照規定，樞機主教在會
議結束前不得與外界聯繫，若
洩漏會議內容，會被逐出教
會。樞機進入西斯廷教堂之
際，相關人員已偵測有否竊聽
裝備，而教堂內已裝上安全系
統，能干擾所有手機通訊，因

此facebook、twitter和應用程式
（app）統統無用武之地。由於
擔心有人事先植入竊聽裝置，
所以教堂濕度控制系統已先移
除。

去年出書大爆教廷內部權鬥
和醜聞的意大利記者努齊，被
拒進入梵蒂岡採訪遴選，他批
評教廷毫無透明度，壓制新聞
自由。 ■法新社

■意大利米蘭大主教斯科拉 ■巴西聖保羅大主教舍雷爾

遴選教宗秘密會議日程（香港時間）

昨晚至今晨

■晚上11時半至今晨3時：樞機團宣誓並

進行首輪投票。若成功選出教宗，西

斯廷教堂煙囪將冒出白煙，相反則冒

出黑煙

■今晨3時：若首輪投票無結果，樞機團

會回到酒店共進晚餐

今日起至選出教宗

■下午4時半：進行兩輪投票

■晚上7時：教堂煙囪會冒煙告知民眾最

新消息

■晚上7時半至11時：若未有結果，樞機

團會到酒店午餐，再返回西斯廷教堂

■晚上11時50分：再進行兩輪投票

■翌日凌晨2時：教堂煙囪會冒煙告知民

眾最新消息

■翌日凌晨2時15分至30分：若未有結

果，樞機團會在祈禱後返回酒店

休息

■若一直無法選出教宗，樞機團每3日投

票便會休息1日祈禱和反思。若後日仍

未能選出教宗，周六將是首個休息日

西斯廷教堂煙囪

■煙囪一旦冒出白煙，聖伯多祿教堂將

響起鐘聲，新教宗將在1小時內現身教

堂陽台，與群眾會面

■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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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進入西斯廷教堂，開始選教

宗。 路透社

憂病源傳播方法未明 全力研發新標靶抗體療法

中大急尋新沙士剋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錦燕）

2003年沙士無聲襲
港 ， 全 港 共 有
1,755人受感染，
近300人死亡，當
中不少沙士患者曾
在死亡邊緣徘徊，
最後憑 自己的信
念及醫護人員盡心
盡力的拯救而康復。10年過去，沙士烙印
依然銘記於心，他們的故事延續到10年後
的今天。曾患上沙士的銀行家康復後學懂
感恩，成立醫療基金回饋社會；有同受感
染的醫生加入沙士互助會，10年來陪伴沙
士患者同渡難關。

昨日在一個沙士10周年研討會上，現任
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信託委員會副
主席禤永明(見圖，莫雪芝攝)，分享了當
年患病經過。當時的禤永明是何家重臣，
掌管銀行、機場與酒店等大機構的財政管
理。62歲那年，他因一次發燒入住威院
後，驗身發現感染沙士病毒，令他銀行家
生涯發生巨大的轉變。

倡賭王撥款 助醫療拓展

禤永明患病期間，在醫院渡過了艱難的
104天。他憶述，在隔離病房時倍感彷
徨，不僅要承受身體的痛苦，如神志不
清、呼吸困難等，更要承受心靈的折磨。

「當時我對醫護人員又愛又恨，熱愛他們
盡心盡力的營救，但又擔心看見他們前來
營救相等於自己病情加重，可能下一個

（死亡）是自己。」
幸好他的太太致電為他打氣，又提醒他

以念經支撐信念，禤永明後來憑 堅毅的
信念，配合鍥而不捨的物理治療，逐漸康
復。康復後的他明白到生命無常，要學會
珍惜與感恩。他提議老闆何鴻燊撥款成立
醫療拓展基金，又不時撥款予大學興建醫
療設施，以回饋社會。

醫生抗疫忘我 染疫無感受

沙士患者當中，不少為醫護人員，這場戰役距今雖
已10年，當年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從未忘懷。作為抗
疫戰役的司令，當時任職沙士重災區—威爾斯親王醫
院的行政總監馮康，在抗戰過程中亦不幸「中招」。
但他對於感染沙士一事卻表示並沒什麼感受。「可能
對沙士抗疫工作太過投入，當時就算在病房，亦會每
日檢查電郵，與醫院高層在病房內開會，商討對策，
簡直進入忘我狀態。」沙士一役，足足抗戰了一年的
他對沙士有深刻的體會，他說，抗疫的日子雖然艱
難，但抗戰過後能令同事間建立更強大的信念及團隊
精神。而他本人亦以病友的身份，參與沙士互助會，
協助沙士病人走出疫症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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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的沙士，為本港醫療系統、
通報機制、公共衛生策略等重

新定位，提升應對大型傳染病的能力。10年
過去，中東地區爆發「新沙士」，世界各國
都進入戒備狀態。昨日中文大學舉辦的「沙
士十年─醫護專業人員研討會」上，衛生防
護中心前總監、成功偵查沙士源頭的曾浩輝
表示，樂於看到港人有信心對抗下一波疫
症，「但世上沒有事情會完整無缺重演一
次」。

曾浩輝：新沙士疫苗研發需5年

「『新沙士』提醒我們，人類與傳染病的
戰役從未止息。即使我們有應付沙士的經
驗，但並不代表我們有能力應付『新沙
士』，因為病毒的演變是超越人類所能預測
的。而我最擔心的是，至今仍未有預防沙士
的疫苗，估計起碼需時5年才研發成功」。曾
浩輝指出，隨 全球化令世界各地交匯頻
繁，加上人口老化的趨勢，傳染病尤其容易
在社區傳播，他呼籲市民不能掉以輕心。

中文大學感染及傳染病科主管李禮舜亦因

未能追蹤「新沙士」源頭而深感憂慮，「源
頭未明一直是抗疫的最大掣肘，以致政府難
以制定相應的對策」。為免再添亡魂，中文
大學正利用人體帶有的蛋白質組織「TLR受
體」，研究對付冠狀病毒的新標靶抗體療
法，該療法還可對付豬流感等多種病毒。

楊永強：鼠糞含沙士險誤報

當年，需為沙士問責下台、時任衛生福
利及食物局局長的楊永強回首過去，追蹤
沙士源頭、並盡快設法堵塞沙士傳播的途
徑等事，仍歷歷在目。「領軍出征」的他
至今依然認為，制定防疫政策是極具困
難、亦甚受爭議。他憶述，有視察淘大花
園的衛生署人員曾向他報告，指在老鼠的
糞便內發現冠狀病毒，「我一度掙扎是否
公布消息，若公布，擔心引起公眾恐慌；
但若不公布又擔心被批評隱瞞疫情」。最後
他委託專家快速完成解剖化驗工作，證實
老鼠並非沙士傳播媒介後，才放心發布消
息，「制定公共政策、公布消息，均不能
缺乏證據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10年
前的沙士源於廣東省有人類違反自然，
進食感染了沙士病毒的野生果子狸。惟
據悉現今有內地人忘記了當年沙士的教
訓，進食野生果子狸、甚至進食冠狀病
毒的天然宿主─蝙蝠。廣州醫學院廣州
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長陳榮昌昨日在一
個研討會上為此表示憂慮，又指倘若傳

染病在內地爆發，較落後的城市及鄉村
恐未有足夠科技、通報系統及醫療能
力，以偵測疫病。

在傳統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中，一直認
為「背脊向天，為人所食」，野味更被
認為屬補身食品。有多個媒體報道發
現，廣州仍有野味批發商在黑市銷售果
子狸，更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進食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蝙蝠。
陳榮昌表示，知悉仍有黑市銷售果子
狸，但不知情況有多嚴重，但他卻未聽
聞有人吃蝙蝠肉。

難洞悉人傳人恐疫情發現遲

面對「新沙士」，各界都為其源頭及
治療方法而憂慮。雖然內地自2003年

沙士後的通報系統不斷進步，每當遇
上傳染病患者，政府當局便會隨時作
出檢查、偵測、溯源，但對陳榮昌而
言，他始終擔心內地較落後遍遠的地
區，未有足夠的醫療設備及通報系
統，以應付傳染病。「相比發達的城
市，鄉村地區的人口密度較低，即使
有人感染傳染病，亦難以洞悉病毒有
否被傳播至其他人士。最終，疫情可
能發展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會
被發現。」

粵忘沙士教訓 食野味爆疫恐難「收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10年前的今天，沙士肆虐本港，疫情嚴

重；10年後，新冠狀病毒（新沙士）來勢洶洶，全球迄今已有14宗確診個

案，當中8人死亡，死亡率高達60%，最令醫學界擔心的是，至今仍未掌握

「新沙士」的來源及傳播方法，加上仍未研製出有效的疫苗及治療方法，兩大

難題令醫學界憂慮不已。當年成功偵查沙士源頭的曾浩輝指，打擊「新沙士」

有賴於加強政府內部溝通及對外公布機制等公共衛生策略，另方面，中文大學

正爭取時間全力研發新標靶抗體療法，期望盡快找到「新沙士」的剋星。

■昨日在中文大學舉辦「沙士十年—醫護專業人員研討會」，分享各

界對抗沙士的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沙士當年時任衛生福利及食物

局局長的楊永強強調，制定公共

政策不能缺乏證據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曾浩輝提醒港人，即使有應付

沙士的經驗，仍不代表有能力應

付新沙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