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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殺逾千人 西班牙傳教士不治

8中國醫護隔離
伊波拉疫情持續擴大，世界衛生組織(WHO)前日公布，截至上周六，西非3國共有1,013人死於伊波拉，單於

最近3日內就有52人死亡，早前在利比里亞染病後送回西班牙治療的75歲傳教士帕哈雷斯昨日病逝，是歐洲死

於伊波拉的第一人，據報他曾注射實驗藥「ZMapp」治療。法新社引述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趙彥博表示，在塞國

曾接觸患者的8名中國醫護人員已接受隔離。

趙彥博表示，當地一
間醫院的6名中國

醫生、1名中國護士和5
名當地護士，曾接觸一
名後來死亡的伊波拉病
人，因此所有人過去兩
周接受隔離觀察，醫院
則已進行消毒及暫時關
閉。他指出，另一間醫

院一名治療伊波拉病人的中國醫生亦被隔
離。有關醫護人員目前身體狀況正常，未出
現伊波拉病徵。

患者增至1848人 華專家物資抵非
世衛表示，感染伊波拉的總人數增至

1,848人。中國派出的3人公共衛生專家小
組前日下午抵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今日
將會合當地9名中國醫療隊員，主要協助使
館分配援助物資、培訓當地專業人員正確使
用物資、培訓醫療團隊，以及為駐外使領館
和中資機構員工提出防疫培訓。組長孫輝表
示：「希望在中方協助下，幾內亞能早日戰
勝疫情。」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昨晚表示，

中國向西非國家提供的3,000萬元人民幣(約
3,776萬港元)救援物資，已於前日和昨日陸
續運抵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首都，
當中包括藥物、醫療設備、衛生用品等。

世衛指實驗藥「符合道德」但斷貨
世衛專家前日召開會議，商討患者使用實

驗藥，醫療專家小組昨表示情況特殊，若能
符合特定條件，雖然實驗藥療效與副作用仍
不清楚，但贊成提供實驗藥，認為這「符合

道德標準」。
醫學專家特別制訂使用指南，包括所有護

理過程的透明度、患者必須被告知，也有自
由選擇的權利。但小組未有說明誰人及由誰
決定應獲藥物。
利比里亞昨指，兩名染病醫生會獲得

ZMapp治療，華府代表將於本周把藥物送抵
當地。生產ZMapp的藥廠前日稱，藥物供
應已耗盡。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新華社/中新社

尼日利亞接連有醫護
人員感染伊波拉病毒，4
名於當地醫院工作的印
度醫生控訴被院方扣起
護照，被迫在無防護裝
備的情況下醫治伊波拉
患者，又被禁止離開醫
院，擔心自己性命不
保。涉事醫院總裁反駁
稱4人因害怕致命疾病而
拒絕診症是「違背醫
德」，又指控其中1名醫
生擅離職守。

無防護裝備
4 名醫生分別是錢德

拉、庫馬爾、任加爾和舒
漢，他們透過電話、電郵
和 即 時 通 訊 程 式
WhatsApp向印度媒體作
出控訴。舒漢指，當地醫
生在疫情出現後罷工，以
致他們被迫上班。雖然4
人曾聯絡印度大使館，要
求留在使館，但遭醫院保
安阻止離開。
庫馬爾的妻子表示，丈

夫的醫院曾接收伊波拉病
人，但當局否認。印度醫
學會秘書薩伊尼表示，醫
生有權自行決定在哪個國
家行醫，暗批涉事醫院做
法不妥。

■《印度斯坦時報》

塞拉利昂把全國伊
波拉患者集中到凱內
馬和凱拉洪兩個城
市，軍方更封城，居
民不僅無處可逃，即
使生病或受傷也不敢
到醫院求醫。禍不單
行，6月至8月是該
國傳統雨季，各地氾
濫成災，恐加劇公共
衛生危機。
凱內馬上周末下了

數小時大雨，引發山
洪暴發，市中心受災
最嚴重，造成3人死
亡及至少10所房屋
倒塌。雖然洪水已
退，但各界擔心積水

導致病菌傳播，同樣的環境曾引致
該國前年出現霍亂疫情。

民眾不敢到醫院 成藥價格飆
即使居民生病，也因害怕感染伊

波拉而不敢到醫院。當地至今已有
2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伊波拉死亡，
但由於資源不足，只有在伊波拉病
房工作的人員獲分配保護裝備。民
眾均認為到醫院會被醫護人員傳
染，寧願買成藥自理，使藥房的藥
物價格急升，被當地人視為消毒能
力最強的氯水更漲價逾倍。
上周末首都弗里敦的康諾特醫院

首席醫生科爾中招，他亦被送到凱
拉洪的隔離病房。康諾特醫院的護
士表示計劃罷工，讓大眾關注他們
危險的工作環境，獲得大部分民眾
支持。當局則計劃在離凱內馬15公
里的漢加市興建新的隔離病房。

■《新聞周刊》/《紐約時報》

日本政府的國際協力機
構(JICA)昨日決定，撤走
在幾內亞、利比里亞、塞
拉利昂3個西非國家工作
的20名日本人，以防感
染伊波拉。JICA是日本
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政府開
發援助(ODA)的執行機
關，除機構人員外，另有
從事ODA的約30名日本
人也準備撤離。
JICA指相關人員此前

毋需接觸病人，無出現染
病症狀，不需隔離。撤離
工作將在本周內完成，但
辦事處不會關閉。
另外，東京成田國際機

場從昨日起，對所有入境
乘客，尤其來自非洲的乘
客實施嚴格體溫檢測，一
旦發現超過攝氏36度，
便會要求乘客到專用健康
檢查室接受檢查。如發現
有疑似伊波拉感染個案，
將立即定為「第一類感染
病」，強制送院。
厚生勞動省已指示成田

機場附近的成田紅十字醫
院做好收治病人的準備。
該院是日本全國3間傳染
病特別指定醫院之一，擁
有可應對特別傳染病的治
療中心。

■■法新社/日本新聞網

在利比里亞感染伊波拉的美國救援人員懷特博爾，據報身
體正逐漸康復。她的兒子杰里米表示，母親甚至懂得微笑和
說笑。
懷特博爾上周二被送返美國醫治，病情持續好轉，杰里米
稱，現在每日可探望母親兩次，隔着玻璃看見母親的雙眼逐
漸回復神采，醫生皆對其康復進度表示審慎樂觀。
懷特博爾的丈夫前日也和另外兩名醫生一同自利比里亞返
回美國，並正接受隔離觀察。他所屬的義工團體SIM USA表
示，他健康良好，無染病症狀，會在隔離完畢後前往探望太
太。杰里米稱，父母日後仍有可能返回西非。

■■法新社/路透社

彭博通訊社前日報道，牙膏、肥皂中含有的通
用成分三氯生(triclosan)，可能助長癌細胞，
並影響胎兒發育，美國當局正檢討其安全問
題。在香港有售的高露潔Total牙膏，成分中
亦列明含有三氯生，不過高露潔強調三氯生
安全，並已通過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
審核。
彭博指出，部分日用品公司已開始棄用三氯

生，美國明尼蘇達州亦於5月通過禁止在多種
產品中使用三氯生，不過美國最暢銷的高露潔
Total牙膏仍然含有這種殺菌成分，聲稱能防止
牙周病。Total是唯一一隻獲准在美國出售的含
三氯生牙膏。

FDA審核兒戲 靠廠商科學實驗
調查發現，高露潔在1997年為Total牙膏申
請FDA審核時，提交了35頁有關三氯生安全性
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對三氯生的安全性並沒有

很明確的說法。資料亦顯示，在FDA的嚴格審核
過程中，竟然要仰賴由廠商贊助的科學實
驗，以證明產品安全有效。
高露潔強調，有80多項涉及1.9萬人的

臨床研究證明Total牙膏的安全和效用，
並會每年就相關的新研究結果向FDA提交
報告。彭博指出，高露潔於2011年已停止
在兩款洗手液及洗潔精中使用三氯生，但
無意改變Total配方。

■彭博通訊社

甲型H1N1流感近月肆虐澳洲，根據澳洲流感專
家小組(ISG)報告，當地本年初至今有近2.1萬宗流
感個案，較去年同期多一倍，其中H1N1個案佔
3/4。
ISG報告指，每季約有20%至50%小童可能感染

流感，成人則有10%至30%，其中女性較男性感
染機會高25%。有醫生稱，由於小孩較易感冒，
他們很易把病菌傳染給母親。
H1N1的症狀和季節性流感相同，但部分患者會
出現肚瀉及嘔吐病徵。ISG表示，患有心臟病、糖
尿病、有腎臟或免疫力問題的人

士，情況會更嚴重。
ISG主席漢普森表示，不少人以為流感對長者造

成的影響最大，但事實上，不少需要入院治療的
都是一般上班族，他們平均年齡為42歲，所有流
感個案中，20至49歲年齡組別佔超過8,000宗。他
呼籲民眾要注射疫苗，並經常保持雙手清潔，以
及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澳洲新聞網/澳洲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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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患者好轉懂微笑

高露潔Total牙膏成分 恐助長癌細胞

澳甲流個案激增一倍

■從利比里亞送回西班牙治療
的傳教士帕哈雷斯昨病逝，是
歐洲死於伊波拉的第一人。

■■33名中國專家前日名中國專家前日
抵達幾內亞抵達幾內亞，，培訓當培訓當
地醫療團隊地醫療團隊。。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趙彥博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趙彥博((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和塞國官員交接人道物資和塞國官員交接人道物資。。 新華社新華社

■■塞拉利昂士兵在凱內馬塞拉利昂士兵在凱內馬
郊區封路郊區封路，，防止民眾離城防止民眾離城
令伊波拉蔓延令伊波拉蔓延。。 美聯社美聯社

■塞拉利昂並非所有醫護人員獲分
配保護裝備，令他們承受極大壓
力。 美聯社

■■高露潔高露潔20112011年停止在兩款產品中使用年停止在兩款產品中使用
三氯生三氯生，，但無意改變但無意改變TotalTotal配方配方。。

■懷特博爾的丈夫前日也返抵美
國接受隔離。 網上圖片

■尼日利亞機場人員為入境的警察
量體溫。 路透社

■飛抵尼日利亞的旅客戴上口罩和
手套防疫。 法新社

■■病逝的傳教士病逝的傳教士
帕哈雷斯帕哈雷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