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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衛生部發言人林登．徐昨日表示，7名從
塞拉利昂返回菲律賓的海外勞工疑似感染伊波拉病
毒，正接受隔離觀察。
林登．徐說，在6月26日至7月15日期間，共有
15名菲律賓海外勞工被招聘機構從塞拉利昂遣返回
菲律賓。這些人返回菲律賓時身體狀況良好，但在
2至21天的隔離觀察期內，7人被懷疑感染伊波拉

病毒。其他人則已被排除，包括3名曾出現發熱症
狀的人士。

促海外勞工回鄉前 先取無感染證明
衛生部長奧尼亞表示，目前，菲律賓尚無伊波拉疫
情。衛生部已通報地方衛生部門，一旦發現返菲海外
勞工出現伊波拉病毒早期症狀，要立即對患者實行隔

離治療。衛生部還要求近期即將從海外回國的勞工如
出現發燒、頭痛、關節和肌肉疼痛、喉嚨痛等症狀，
在回國前應取得所僱用國家衛生部門的無感染證明，
以避免伊波拉病毒傳入菲律賓。
菲律賓是亞洲最大的勞工輸出國，在海外

的勞工總人數超過1,000萬人，遍佈世界各
地。 ■新華社

菲律賓驚現7名疑似伊波拉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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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印度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昨日
與印總理莫迪會晤，雖然他想借此
行加強美印關係，但由於印度反對
世貿的最新全球關稅協議，令克里
此行蒙上陰影，他已向印度表達不
滿。印方則向克里抗議美國情報部
門監控莫迪所屬的人民黨。
克里昨日首次與莫迪會面，被認

為是莫迪下月訪美的前奏，為美印
發展新關係試水溫。報道指，雙方
會面持續了大約40分鐘，其間談到
美印雙邊議題及戰略關係。
世貿去年底在印尼峇里島舉行峰

會，擬定涉及160個成員國的貿易
便利化協議(TFA)，然而在協議通
過前夕，莫迪突然要求世貿容許印
方繼續補貼農產品，否則不會簽
署。克里批評莫迪窒礙TFA進展。
與會官員指克里感到失望及遺憾，
並引述克里指對莫迪阻撓TFA落實
感到大惑不解。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
馬斯前日同意，於香港時間昨日
下午1時起停火72小時。然而僅
2小時後，以軍再轟炸加沙，導
致最少35人死亡。以方並宣布停
火期結束，恢復軍事行動。
美國國務卿克里和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以
巴停火，並敦促各方克制。克里
指，以軍可在停火期間繼續摧毀
哈馬斯地道，又稱停火不保證雙
方衝突會結束。話音剛落，以巴
衝突又起。
巴方衛生部門稱，在停火生效

僅2小時後，以軍向加沙地帶南部拉法地
區開炮，擊中多棟建築，當時有不少難
民正回家收拾細軟，襲擊造成重大傷
亡。以國則指武裝分子違反協議發射火
箭和迫擊砲，並俘虜一名以軍士兵。哈
馬斯承認向以國境內發射多枚火箭炮，
但稱是出於自衛。

巴方擬告以國干犯戰爭罪行
另外，以軍日前炮擊加沙聯合國學校，造

成多名平民傷亡，美國白宮批評此舉「完全不可接受和
不可原諒」，是迄今最嚴厲措辭。
截至前日，今輪衝突中的巴人死亡數目增至1,450人，超

過2009年以軍發動「鑄鉛行動」造成1,440人死亡的數字。巴
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正尋求內部政治派別同意，在國際刑

事法庭控告以國干犯戰爭罪行。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馬航空難調查團
戰火中搜索遺體

烏克蘭政府軍的一支傘兵部隊前
日遭親俄武裝分子伏擊，經過激戰
後政府軍損失慘重，最少10名士兵
死亡。雖然交火地帶距離馬航客機
墜毀現場不遠，但一個由70名專家
組成的調查團無懼戰火，抵達現場
展開遺體搜索工作。
雖然烏軍和民兵此前同意停火，

但墜機現場附近的衝突持續。基輔
政府稱，一支烏軍車隊昨晨6時被民
兵伏擊，造成最少10人死亡。
來自荷蘭、澳洲和歐洲安全與合

作組織(OSCE)的國際調查團，乘坐
15輛汽車和 1輛巴士前往墜機現
場，在附近一個養雞場設立工作基
地。
荷蘭司法部發聲明指，專家昨晨
到達現場，將在該處數個地方搜
索。一名澳洲警員昨指，殘骸會被
正式列明是「罪案現場」，並會劃
分為不同區域，以便有系統地搜查
證據。除搜索遺體外，專家會取回
遇難者的遺物。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中情局侵參院電腦
局長認錯議員促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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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襲疑犯的機密資料。當時中情局
局長布倫南矢口否認，直至前日中

情局發表報告，承認局方有10名員
工在無許可下入侵參院電腦，布倫
南被迫改口認錯並罕有公開致歉。
多位議員仍群起撻伐，要求他下
台。
調查報告由中情局監察主任巴克

利負責，指出涉案職員包括2名局方
律師及3名電腦專家，他們入侵情報
委員會的電腦紀錄，並翻查議員電
郵。報告出爐後，布倫南即時發道
歉聲明，並下令成立內部調查小
組，審視旗下職員的品行，以及訂
立紀律處分措施。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衛報》

陳馮富珍昨抵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
與幾內亞、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及科

特迪瓦的領導人會面。陳馮富珍表示，為
控制伊波拉蔓延，世衛與西非國家的行動
必須進入另一個新階段，包括安排多數百
名醫療人員及義工到當地。她表示，這是
40年來最大規模伊波拉疫情，抗疫應對工
作嚴重不足。世衛亦將公布一項高達1億
美元(約7.8億港元)的計劃，透過國際合作
共同防治疫情。
33歲的布蘭特利和懷特博爾，分別來自
善普施基金會及SIM USA兩個慈善團體，
但都是利比里亞伊波拉治療團隊成員。善
普施前日表示，二人病情嚴重，布蘭特利
的情況更於一夜間急轉直下。

專機送返美 隔離治療
一劑只夠一人使用的「實驗血清」，周

三送抵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原打算用
在布蘭特利身上，但他堅持讓給懷特博
爾。善普施形容「即使正在與伊波拉搏
鬥，這名英勇醫生仍然想着其他人」。

布蘭特利較早前已接受一名14歲男童的
輸血。該男童曾感染伊波拉，在布蘭特利
悉心照顧下痊癒，男童和家人於是希望幫
助這位「曾救他一命的醫生」。不過善普
施發言人並無透露「實驗血清」的來源和
其他細節，SIM USA聲明則證實，懷特博
爾已接獲血清，希望能有助改善病情。
據報一架由美國政府安排的特殊防護醫

療專機，前日由佐治亞州出發，前往利比
里亞接載布蘭特利及懷特博爾回國醫治。
機上設有由美國國防部、疾病控制及預防
中心(CDC)和私人企業聯手研發的隔離帳
幕，確保運送患者期間不會導致病毒在機
內傳播。

美法對疫國發旅警
美國當局拒絕透露更多資訊，不過佐治

亞州亞特蘭大一家大學醫院證實，將於日
內接收一名美籍伊波拉患者。院方稱，患
者將於一座完全獨立的隔離設施接受治
療。不過有美國民眾質疑當局把病人接回
國醫治的決定，擔心會令病毒傳入美國。

針對伊波拉疫情有可能蔓延，美國和法
國政府前日對爆發疫情的幾內亞、利比里
亞和塞拉利昂發出旅遊警告，菲律賓亦宣
布進入警戒狀態。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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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西非地區最少3個國家
爆發伊波拉疫情，至今逾
700人死亡，當地政府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表示，當局
會有指引提醒醫護人員留意
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個
案，若對方曾前往有伊波拉
疫情的地方，加上有懷疑感
染病徵，會被送往瑪嘉烈隔
離中心，貫徹及早隔離、及
早診斷的政策。
伊波拉病毒現時嚴重影響

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及幾內
亞，高永文表示，雖然出事
的3個西非國家並無直航機
來港，但不排除當地有人可
間接到港，強調政府非常關
注當地嚴重疫情會否影響本
港。當局會與有派員前往當
地的人道機構密切聯絡，當
他們回港後會進行醫學監
察。
被問到當局為何沒有向西

非3國發外遊警示，高永文
表示，目前世衞未有對當地
發任何警示，但已增加資源
支援當地應對疫情。他提醒
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疫
症爆發地區。

高永文：
美國醫生布蘭特利及醫療人員懷特博爾早前參與西非伊波拉治療工作，並因此染病，布蘭特利所屬志願組

織善普施表示，即使布蘭特利病情急轉直下，他仍堅持把自己獲得的一劑「實驗血清」轉讓給懷特博爾，盡

顯仁醫風範。另外，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昨已抵達幾內亞，她指疫情已失控，「擴散速度快過我們所能控

制」，可能傳至更多國家，導致災難性的人命損失，並重創經濟。

美最快9月進行疫苗人體試驗

陳馮富珍抵西非「伊波拉擴散超出控制」

針對西非伊波拉疫情告急，美國國家衛
生研究院前日宣布，將與食品和藥物管理
局(FDA)合作，最快9月開始進行伊波拉疫
苗人體試驗，有望在明年初有結果。

專家：距有效疫苗面世 尚需2至6年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旗下過敏與傳染病

研究院負責人福西表示，伊波拉疫苗在靈

長類動物試驗中效果理想，因此會在9月
中開始人體試驗。美國目前有多家機構正
加緊研製針對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和藥物，
其中得州大學研究的3種疫苗，在獼猴身
上的療效接近100%。但有專家指出，距離
有效疫苗面世可能還需2至6年。

■《今日美國報》/《每日郵報》

■克里(左)與莫迪見面時，握手問
好。 法新社

■瑞典有民眾舉牌，質問
以人「如果是你的孩子會
怎樣？」 美聯社

■■一名巴人兒童在空襲一名巴人兒童在空襲
中受傷中受傷，，血流披面血流披面，，見見
者心傷者心傷。。 法新社法新社

■布倫南被踢爆說謊，
只好認錯。 法新社

中國援利比里亞醫療隊隊長周永軍昨日
表示，儘管利比里亞的伊波拉疫情較為嚴
重，不少外國醫療機構已經撤離，但中國
援利比里亞醫療隊的全體隊員會堅守崗
位。
周永軍說：「在利比里亞首都醫院，埃

及和美國醫生全部撤離。醫院已經發生疫
情，當地的醫生都不上班。」中國援利比
里亞醫療隊隊員在做好自我防護的前提
下，繼續為當地患者診治病情。 ■新華社

中國援利比里亞醫療隊
堅持緊守崗位

■■布蘭特利不但致力救治伊波拉患者布蘭特利不但致力救治伊波拉患者，，
即使自己不幸染病即使自己不幸染病，，也寧願讓出血清也寧願讓出血清，，
高尚情操令人欽佩高尚情操令人欽佩。。 路透社路透社

▼懷特博爾亦是一
位有心的救援人
員。 網上圖片

◀陳馮富珍抵達幾內亞，當地
多名官員到機場迎接。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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