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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孫志賢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恐撲
伊波拉再殺仁醫 歐洲
救援組織撤非必要人員
西非伊波拉疫情未有受控跡象，雖然國際支援不斷湧入，但由於當地醫療體系落後脆弱，嚴重影響防
範和治療工作，且亦有愈來愈多醫護人員染病。塞拉利昂一名領導抗疫行動的醫生，在照顧病人期間染
病，延至前日身亡。歐盟據報已準備好應對伊波拉蔓延至歐洲大陸，並宣布增撥 200 萬歐元(約 2,074 萬
港元)協助西非對抗疫情。
然世界衛生組織(WHO)截至前日為止，仍未就伊波拉疫
雖情發布任何旅遊警示，疫情也暫未有擴散到非洲以外地

區跡象，不過與西非地區交往頻繁的歐洲不敢掉以輕心。有歐
盟官員透露，不能排除感染者進入歐洲大陸的可能性，但當局
擁有追蹤患者和迅速防止伊波拉爆發的工具。
消息透露，歐盟各成員國都有設施能夠處理伊波拉病人，如
何防範疫情在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鄰近國家爆發，是
當前急務。歐盟昨日宣布加強對西非處理伊波拉疫情的援助，
但強調伊波拉傳入歐洲的風險仍然偏低。志願組織善普施及
SIM USA宣布已着手準備從疫區撤走非必要人員。

殉職醫生帶領塞拉利昂抗疫

今抵利比里亞
港紅十字會醫生

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CAO)前日亦表示，由於疫情已開始
影響商業航空交通，不排除會推出新措施遏止疫情經此擴散。
多哥泛非航空公司 ASKY宣布，暫停所有飛往塞拉利昂及利比
里亞首都的航班。利比里亞足聯亦宣布暫停全國足球比賽，以
免病毒進一步擴散。
39歲醫生卡恩是塞拉利昂唯一病毒性出血熱專家，他在發病前

香港紅十字會表示，本港一名臨床心
理學家上周三抵達利比里亞，為當地義
工提供心理支援培訓，協助患者重過正
常生活，另一名本港醫生今日亦會抵達
利比里亞。紅十字會表示，兩名人員暫
未有計劃撤走，預計會在當地服務一個
月後返港。早在 4 至 5 月，紅十字會亦
派出 3 名護士前往利比里亞，推行衛生
宣傳防疫工作，3人回港後並沒異常。
無國界醫生香港主席范靈表示，無國
界醫生有數十名國際救援人員在西非國
家幾內亞、塞拉利昂及利比里亞的醫療
站，協助處理伊波拉疫情。今次疫情與
過往在剛果及烏干達的伊波拉疫情不同，過往爆發
的區域主要在郊區，較易控制，但今次的爆發地區
人口多，流動性大，較難控制疫情。
■綜合報道

英男自西非回國發燒 掀染病驚魂

■醫護人員除了要「全副武裝」，還
要克服面對死亡的恐懼。 網上圖片

雖然暫無跡象顯示伊波拉疫情擴至西非以外，但
全球各地都不敢掉以輕心。英國伯明翰一名男子近
日到過尼日利亞後發燒，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而到
醫院求醫，最終證實只是虛驚。
報道指，該名男子從尼日利亞經巴黎抵達英國
後發燒，周一到伯明翰醫院求醫，經測試後證
實對伊波拉病毒呈陰性反應。倫敦本周亦
有一名男子懷疑感染求醫，不過醫生認
為症狀與伊波拉病毒無關，判斷毋須
進行伊波拉測試。
英國衛生部門證實兩宗事
件，強調儘管英國史上從未
出現伊波拉病例，但當局
已準備好診斷和應對任何
潛在個案。
■《每日電訊報》

廣島原爆 69 周年前夕
轟炸機最後機員離世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國空軍轟炸機「艾諾拉．蓋伊」
號(Enola Gay)向日本廣島投擲史上首顆用於戰爭的原子
彈，造成逾十萬人喪生。廣島原爆 69 周年前夕，「艾
諾拉．蓋伊」上最後一名在世機
員、擔任導航員的范柯克，周
一在佐治亞州的家中逝世，
終年93歲。

擔任導航員
避談從軍經歷
范柯克從軍期間執行了
接 近 60 次 空 襲 任
務，但把
他寫入
史
■范柯克 法新社

冊的只有那一次。當時只有24歲的范柯克作為導航員，與
其他機員乘搭B-29超級堡壘轟炸機前往廣島上空，準備投
下代號「小男孩」的原子彈。3天後，美軍再在長崎投下第
2顆綽號「胖子」的原子彈，造成約8萬人死亡。日本在同
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正式落幕。
范柯克戰後攻讀化學工程，其後進入杜邦化工擔任主
管，1985 年退休。就像其他二戰老兵一樣，范柯克在
晚年之前都不常談從軍經歷，其子更要到 10 歲才知道
父親在二戰原來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認為投彈決定正確 但不願舊事重演
對於美國當年應否動用原子彈，至今仍未有定論。范
柯克 2005 年接受美聯社訪問時，便認為這決定正確，
因為避免了盟軍發動地面戰造成更多死傷。不過他同時
告訴記者，看過原子彈在戰爭中爆炸後，永遠不想目睹
舊事重演。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曾照顧逾百名病人，是該國抗疫行動的領頭人物。卡恩早前確診
感染伊波拉病毒後，移送至無國界醫生在塞拉利昂北部的治療中
心，延至前日不治，中間相隔不足一星期。

與染病同僚共事 加國醫生隔離
塞拉利昂政府讚揚卡恩是「國家英雄」，又指其離世是該國
的重大損失。卡恩生前主理的治療中心，早前亦先後有 3 名護
士因伊波拉喪生。
由於醫護人員與伊波拉患者有密
切接觸，因此很容易受感染。在
利比里亞，為善普施服務的美
國醫生布蘭特利染病後仍在留
醫，同僚形容他身體虛弱、病
情嚴重；與布蘭特利共事的一
名加拿大醫生雖然對病毒呈陰
性反應，但為謹慎起見已進行
自我隔離。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因醫治伊波拉患者倒
下的仁醫卡恩。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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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一家十口 殘障少女小童遇難
遇襲的聯合國學校位於杰巴利亞難民營內，收容了數
百名巴人難民。以軍坦克清晨時分向學校發炮，兩間課
室和一間浴室中彈，天花炸穿一個大洞。聯合國巴勒斯
坦難民救濟工程處(UNRWA)強烈譴責襲擊，指這次已
是聯合國學校第6次被炸。

此外，加沙地帶北部一名 11 歲殘障女童遭以軍炸
死；南部汗尤尼斯有一家十口遇害，包括一名小童。截
至昨日，已有約 1,260 名巴人在以巴衝突中被殺，以色
列方面則有53名軍人和3名平民死亡。以軍同意於香港
時間昨晚 8 時起實施 4 小時人道停火，但不包括以軍地
面部隊正執行任務的地區；哈馬斯則批評停火只是「無
價值」的公關手段。
在人道停火開始後不久，以軍空襲加沙城附近一個繁
忙市集，造成最少15人死、約150人傷。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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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隨時染病 壓力推至極限

曾跟隨無國界醫生遠赴利比里亞及幾內亞的英國女醫生斯潘塞，憶述疫症
爆發地區情景時形容，與死亡直視令醫護人員的精神無時無刻被推至極限，
但工作一開始，大家便要把恐懼拋諸腦後。

當值一次 流 5 公升汗水
伊波拉病毒可經患者體液或分泌物傳播，故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是高危人
士。他們要穿着全套保護裝備，包括及膝膠靴、不透氣的防護衣、手套、面
罩及眼罩。在酷熱天氣下，常常汗流浹背，每次當值可流失多達 5 公升汗
水，事後要花2小時補充水分。
斯潘塞最初被派往幾內亞的隔離設施工作，之後前往利比里亞一處鄉村診
所。她稱求醫人數很多，試過一間 10 人用的病房塞了 22 人，但由於穿着保
護衣工作實在太辛苦，每次當值只能工作大約1小時，時間完全不足。
斯潘塞又稱患者死後是傳染高峰期，即使為屍體消毒風險仍然很高。由於
利比里亞葬禮傳統上會觸摸遺體以作致敬，大幅增加傳染風險。
基於安全理由，斯潘塞等志願者最多只能在疫區工作 4 至 6 周便要返國，
並會由一名「拍檔」監察他們有否出現病徵；有關人士短期內還需留宿醫院
附近，以防突然病發。
■《每日郵報》/《泰晤士報》

印度泥石流 10 死 埋 150 人

印度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一條村莊昨日凌晨發生泥
石流，初步確認有10人罹難、150多人被埋。
事發在浦那市以北 80 公里的馬林村。當地連日大雨
導致河水水位上漲，雨水沖刷泥土和山石，在當地時
間凌晨約 5 時引發泥石流，全村 50 多戶民居瞬間被掩
埋，當時大部分居民仍在睡夢中。
截至昨日下午2時，救援人員從現場救出5人及挖出
10 具遇難者遺體。據當地政府統計，該村仍有 150 多
人下落不明，估計被埋廢墟裡。當局正組織大批救援
隊伍趕往現場，但持續暴雨阻礙救援行動。
■法新社/美聯社

■泥石流壓毀不少樹木房屋。

法新社

非洲青年疑偷渡 藏美軍機輪艙喪生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前日表示，美空軍周日晚在一
架 C-130J 型運輸機的後輪艙裡，發現一具黑人青年的
遺體。該飛機曾赴非洲執行任務，死者極可能是偷渡
者，尚未知他何時及如何進入飛機。事件凸顯美軍軍機
出現保安漏洞。
柯比表示，青年藏身之處非常隱蔽，亦未影響飛機的
正常起降。飛機降落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後，空軍

人員進行常規檢查，發現遺體卡在飛機後起落架頂部一
個隔層中。死者很可能是非洲裔，初步驗屍報告顯示，
遺體並無傳染疾病，死因正在調查中。
美國軍機中發現「不速之客」非常罕見，美軍已着
手調查此事，並開始全面檢查美國空軍的安保執行情
況。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幾內亞音樂會人踩人33死

以軍再炸加沙聯國學校 20 死 90 傷
以色列軍方昨日繼續攻擊加沙，用作收容難民的聯合
國學校再成炮轟目標，最少 20 人被殺，90 人受傷；同
日還有兩名巴勒斯坦女童死於以軍炮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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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具遺體暫放在醫院內等候家屬認屍。

法新社

西非國家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附近一處海灘，前
晚舉行音樂會慶祝伊斯蘭教齋月結束，其間發生人
踩人事故，當地醫院表示已造成 33 人遇難，另有
19人受傷。
當地東卡醫院院長卡瑪拉說，死者包括 18 名女
性和15名男性，年齡介乎15至40歲，其中30名死
者身份已確認。據當地人士說，音樂會吸引太多觀
眾到場，人群離開時相互推撞引發恐慌，導致互相
踐踏事故。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