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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海內外關注的薄熙來案已被提起公訴，

充分顯示中央新班子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堅

定決心，昭示在黨紀國法面前人人平等，沒有

特殊黨員，也沒有特殊公民，任何人無論如何

位高權重，只要貪贓枉法，都必將受到黨紀國

法的嚴懲。中央大力肅貪倡廉，整飭吏治，有

效根治官場腐敗的「沉 頑疾」，有利凝聚黨

心民心，取信於民，造福於民。此次薄熙來案

依法公訴審理，突出中央依法治國的決心，有

利釋除不必要的猜疑誤解，增強各界對中國的

法治信心。

薄熙來案影響廣泛，受到海內外輿論的高度

關注，也引起頗多猜測，甚至將之與政治鬥爭

掛 。此次對薄熙來案依法進行公訴審理，再

一次證明中國堅持依法治國理念，透過法庭的

審判，讓公眾了解真相，有助釋除不必要的猜

測，讓人看到中國在推進反腐敗工作的制度

化、規範化、法制化，國家穩步走向政府清

廉、政治清明，對中國的法治更有信心。

十八大報告用「致命傷害」、「亡黨亡國」

來警示腐敗問題的危險性，反貪倡廉成為新一

屆中央領導施政的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

腐敗問題亮劍，一再強調要堅持「老虎」、

「蒼蠅」一起打，道出了群眾的心聲，體現中

央反腐的決心。中央新領導集體反腐並不是只

有聲音，隨之而來的就是行動。十八大以來，

中央查辦的一系列省部級案件，此前已有李春

城、劉志軍等應聲倒地，如今薄熙來被提起公

訴，更是彰顯中央以實際行動兌現肅貪倡廉承

諾，確保官員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薄

熙來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違

法犯紀被依法起訴正好說明，人人在國法面前

都是平等的，不講特權，沒有特殊黨員，也沒

有特殊公民。不論什麼人，不論其職務多高，

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

厲懲處。

中央鐵腕反腐不會是一陣「旋風」。中央推

出改進作風的「新八項規定」，嚴格限制「三

公」消費，提出「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要求官員及時糾正和制止官僚主

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新一屆中央

領導層通過大力打擊腐敗，維護社會公平，回

應了民眾的關切，贏得了民眾的擁護。

(相關新聞刊A1版)

天主教香港教區昨日在《公教報》刊登聲明，

就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作「緊急呼籲」。副主教楊

鳴章表示，如果有學生或教友因為參加「佔中」活

動而犯法，教會應該支持他們。由於教友對教會有

高度的信賴，教會負責人鼓吹犯法會使學生或教友

被誤導，參與違法行為而使社會和自身付出沉重代

價。「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任何教會的負

責人，都不應該、也沒有權力鼓勵學生或教友參與

違法行動。

《公教報》刊登的聲明，促請政府在2017年讓市民

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特首，最遲在2020年讓市民一人一

票直接選出全體立法會議員。實際上，基本法規定的

普選目標，已超越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2007年全

國人大進一步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2017年特首

可由普選產生；之後，立法會全體議員也可以實行普

選。中央已清楚表達堅定不移如期落實普選的立場。

顯然，《公教報》的聲明和要求是無的放矢。現在，

政府的政改方案還未出台，《公教報》刊登的聲明進

行無端猜測和指責，沒有道理。

身為教會負責人的楊鳴章聲稱，因「佔領中環」

而犯法的人並不等同犯罪，因為他們只是表達公民

權利云云。這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不久前出席立

法會午宴後見傳媒答問時指出，無論「佔領中環」

的發起者怎麼花言巧語，怎麼包裝粉飾，違法就是

違法，這個性質是改變不了的。楊鳴章的花言巧

語，儘管將違法「佔中」披上宗教外衣，但仍然改

變不了「佔領中環」的違法性質。

對於楊鳴章聲稱因「佔領中環」而犯法的人並不

等同犯罪。這實際上是玩弄言詞的誤導之言。「佔

領中環」行動將構成多種罪行，均可被判處監禁。

作為具影響力的教會負責人，應該為信眾指出一條

正確的道路，而非誤導學生或教友參與違法行為，

不僅使社會付出沉重代價，而且毀壞自己的前途。

楊鳴章聲稱如果有學生或教友因為參加此活動而犯

法，教會應該支持他們。楊鳴章這是在歪曲和褻瀆

教義，因為在宗教角度，信眾奉公守法、嚴於律己

是最基本的要求。教會如果支持和鼓吹犯法，是貽

害信眾並且損害教會的形象。

宗教團體負責人應該以本身教務活動為依歸，

遵守「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原則，但楊鳴

章已經混淆了副主教與政客的角色，令人質疑他能

否在神壇上撫慰眾生，而他煽動學生或教友參加違

法政治活動，令人質疑他要把香港天主教引向何

方？ (相關新聞刊A23版)

公訴薄熙來 顯示鐵腕反腐 教會不可鼓吹犯法

換錯心揭4宗罪 報告無提處分
缺專科培訓 職責不清 無建資料庫 錯失對血型5機會

錯失覆核血型五大關鍵
1. 接收「器官捐贈紀錄表格」

2. 篩選受贈者

3. 摘取器官

4. 受贈者入院

5. 在手術室進行術前的「暫停步驟」

資料來源：醫管局調查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繼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醫院管理局
昨日發表聲明表示，接納瑪麗醫院心臟移植事
故的調查報告結果，並承諾心臟移植團隊會在
短期內建立資訊科技系統，將捐贈者和受贈者
ABO血型相容核實程序自動化，其後亦會研究
加強現有資訊科技系統，涵蓋不同器官的摘取
和移植程序。香港病人組織聯盟表示，電腦系
統固然可以協助醫護人員精簡工作，但是最重
要的是前線醫護人員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壓力下
避免意外的發生。

接納瑪院報告 建資訊系統

醫管局昨日發表聲明，指接納瑪麗醫院心臟
移植事故的調查報告結果，並就事件引致病人
及其家屬不必要的擔心，再次致歉，「病人目
前康復進度良好，醫管局會確保臨床團隊繼續
為病人提供最適切的治療和照顧」。此外，醫管
局同意調查報告的觀察所指，心臟移植團隊的
溝通和協作有改進空間，故會以負責任和認真
的態度作出跟進，責成港島西醫院聯網，以及
瑪麗醫院和葛量洪醫院的臨床團隊切實執行改
善建議。「心臟移植團隊會在短期內建立資訊
科技系統，將捐贈者和受贈者ABO血型相容核
實程序自動化，其後亦會研究加強現有資訊科
技系統，涵蓋不同器官的摘取和移植程序。」

團體：前線免生意外 勿依賴系統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亦發聲明，指報告揭示整
個心臟移植手術（包括捐贈方和接收方）欠缺
系統性的核對制度，以致意外容易發生，亦難
於察覺及避免。由於報告未有指出事件是否和
涉及不同聯網的醫院有關，聯盟認為若果兩者
存在關連，則是凸顯不同聯網的醫院，可能行
駛不一樣的制度而令同類事件容易產生。

對於報告承諾將會採用電腦系統去精簡工作
流程，聯盟表示，電腦系統固然可以協助醫護
人員精簡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前線醫護人員
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壓力下避免意外的發生，

「聯盟希望醫管局盡快檢討器官資料庫及移植系
統，但負責移植的外科醫生作為把關的角色至
為重要，故不應過分依賴電腦系統」。

今 年5月20日，瑪麗醫院為1名58歲女病人進行換
心手術，其間有護士發現女病人和捐贈者血型

不符，醫生在完成手術後立即安排洗血及用抗排斥藥
物治療。幸好，目前女病人情況穩定無排斥跡象（見

另稿）。瑪麗醫院在發生事故後即時向醫管局報告事
件，並成立專責小組調查原因及提出改善建議。

倡機組人員資源管理改善

由港島西醫院聯網成立的獨立調查小組，昨日公布
調查報告，指出四大因素，包括心臟移植服務並沒有
採用資訊及溝通系統建立移植病人資料庫，及支援篩
選接受移植病人次序的工作；心臟移植團隊人手緊
絀，亦沒有清晰界定各人職責；缺乏專科培訓及繼任
安排去應付不斷增加的服務需求；以及在五大關鍵檢
查步驟均不明確，欠缺文書紀錄核對捐贈者及受贈者

的血型相容情況等，均是釀成事故的原因。
報告中亦建議，醫院應發展器官摘取及移植資訊

科技系統、透過「機組人員資源管理」培養團隊模
式、檢討心臟移植手術工作流程、引入捐贈者及受
贈者血型相容性核對機制，以確保於移植過程的所
有關鍵檢查步驟都核實臨床資料。港島西醫院聯網
已接納有關調查結果及建議，亦已落實部分改善措
施。聯網將於未來3個月至6個月內，建立過渡資訊
科技系統，自動核實捐贈者和受贈者的血型是否相

符。

再次道歉 承諾承擔責任

另外，聯網雖在報告中，再次就今次失誤向病人及
其家人深表歉意，並承諾會承擔責任。但卻未提及當
中是否有人需要就事件負責，或會被處分。而負責做
手術的瑪麗醫院心臟外科部門主管區永谷，及負責安
排病人做換心手術的葛量洪醫院心臟內科主管范瑜
茵，事後曾公開承認疏忽並向公眾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瑪麗醫院5月底發
生本港醫療史上首宗「換錯心」的嚴重醫療事故，
由錯誤變成奇蹟，或可成為全球首宗跨血型換心的
成人成功個案。醫管局港島西聯網發言人指，原是
A+血型，卻被錯誤換上AB血型心臟的女病人，目
前情況穩定並無排斥跡象，正接受心臟移植後的復
康訓練，計劃數周內出院。有心臟專科醫生表示，
被移植血型不配心臟的病人可出現高達95%排斥作
用，現今可日漸康復，是醫學界奇蹟，但由於病人
抵抗力會較一般病人差，故出院後應加倍注意上呼
吸道感染之疾病。

打強心針續命 至今未現排斥

一名A型血的58歲末期心臟衰竭女病人，於5月底原
獲安排心臟移植保命，豈料被換錯AB型血的心臟，

情況嚴重，要洗血漿及打強心針續命。據悉，該名女
病人康復進度理想，至今未有出現排斥，可以行路，
自行進食，已由深切治療部的隔離病房，轉到心胸外
科加護病房接受復康治療。有指，只要各樣配套及家
居照顧安排好，相信很快可以出院。在出院後，病人
將轉往葛量洪醫院接受康復治療，料可成為全球首宗
跨血型成人換心的成功案例。

洗血漿抗體 可作國際參考

瑪麗外科部門主管盧寵茂曾表示，在移植手術後兩
星期，病人有最大機會出現「超級性排斥」，可於一
日內器官衰竭死亡。而外國亦曾有病例因為失誤而移
植不 合血型的心臟，唯病人最後仍是失救，表示有
關病例仍屬極少數。

香港心臟專科學會前主席鄭俊豪醫生表示，血型

不同的心臟被排斥的機率高達95%，是次成功個案
可成國際參考案例。「有見院方盡力為病人洗血漿
及服用抗排斥藥物，相信病人體內血液抗體水平

（抗體B）處於低水平，可有效減低排斥風險。而現
時的抗排斥藥物已可按病人情況而調較劑量，若病
人的身體能適應新血型，則可減少抗排斥藥的劑
量。」

雖然如此，鄭俊豪指，病人長時間接受洗血治療，
如以清洗血漿方式洗血，會將其體內的抗體洗走，導
致抵抗力偏弱，「病人會較容易患上呼吸道感染疾
病，及較高風險出現嚴重併發症，故應當特別當心疾
病防護的措施」。他補充，一般接受心臟移植的病
人，需每3個月接受心臟功能檢測，如抽取心臟組織
化驗有否出現排斥，故料肇事病人可能需接受更緊密
的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瑪麗醫院換

錯心醫療事故的調查報告昨公布，當中揭露

導致事故的四大因素，包括無系統建立移植

病人的資料庫、心臟移植團隊人手緊絀及職

責不清、缺乏專科培訓，最嚴重的是錯失五

大關鍵覆核血型的時刻（見表）。港島西醫

院聯網會於未來3個月至6個月內建立一套過

渡的資訊科技系統，將心臟移植捐贈者與受

贈者的血型相容核對工作自動化。雖報告中

聯網再次向病人及家屬致歉，並承諾會承擔

責任，但並沒有提及是否有人需要接受處

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H7N9禽流感病毒
於今年年初肆虐內地多個省份，香港大學研究發
現病毒在短時間內感染人類的原因。研究指，
H7N9病毒能高度適應在人類呼吸道感染和複製，
較H5N1病毒更易引發人類流感大流行的威脅。研
究更指出，H7N9病毒專門感染人類肺部的關鍵細
胞「二型肺泡上皮細胞」，是次研究結果對日後解
開該病毒會否人傳人等問題甚有幫助。該研究昨
日在國際科學期刊《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上發表。

自今年2月至今，已確認134宗人類感染H7N9病
毒的個案，釀成43人死亡，相信感染源頭是家
禽，但直至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H7N9病毒能
人傳人。香港大學研究團隊利用體外培植的人體
呼吸道組織，包括支氣管和肺部，比較H7N9病
毒、2009年H1N1病毒（俗稱豬流感）和H5N1禽
流感病毒的感染能力，揭開病毒短時間內感染大
量人類個案之箇中原因。

研究發現，H7N9病毒容易感染人類支氣管上皮
細胞，情況與2009年H1N1病毒相似，且複製能力

較H5N1病毒強，相信更易引發人類流感大流行的
威脅。研究更發現，H7N9病毒專門感染能令肺組
織再生和修復損害的關鍵細胞「二型肺泡上皮細
胞」，阻礙患者的肺部修復及感染後的恢復過程。

感染細胞阻肺修復

有份參與研究的公共衛生學院病毒學講座教授
裴偉士指出，研究發現禽流感病毒感染人類呼吸
道的能力，能決定這些病毒是否能有效由禽鳥傳
染到人類。該研究同時對評估該病毒在人體的適
應力，甚至導致該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可能
性等問題甚有幫助。故他認為是次結果對日後的
研究十分重要。

H7N9複製力勝H5N1  港大揭「快傳」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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