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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時捷爆炸 兩機師監生燒焦
遊車河剷壆飛撼橋躉 重傷被困無法逃生

高永文：禽流感病毒變異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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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未來長者
人口眾多，港府一直希望落實「公私營協作計
劃」，長遠疏導公營醫院壓力。有消息指出，
政府期望與部分非牟利或慈善團體合作，將更
多日間檢查及手術納入有關計劃，包括照胃
鏡、大腸鏡、切除瘜肉手術等，同時建議容許
公立醫院醫生，公餘時到社企形式的醫療機構
兼職「賺外快」。
仁濟醫院將在區內成立自負盈虧的洗血中

心，讓腎病患者毋須住院，以較低費用進行
「洗血」。院方表示，租金及聘用醫生方面壓
力較大，期望透過公私營合作以穩定客源，控
制收支。不過，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陳沛然
擔心，一旦容許公立醫生在私營機構兼職，可
能構成利益衝突。
面對公營、私營醫療服務失衡及人口老化加

劇問題，政府於2008年度至2009年度預留
500億元作醫療改革。當局直至上月發表的預
算案，才表示會在2015年度至2016年度向醫
管局撥出100億元成立基金，並運用每年的投
資回報作為所有「公私營協作計劃」的經費。

焚毀保時捷資料
車廠： 保時捷(Porsche)
型號： Cayman S
出廠年份： 2006年
引擎： 3.4公升水平對向六汽缸
驅動方式： 後置引擎、後輪驅動
傳動： DCT雙離合波箱
最大馬力： 325匹
最高時速： 283公里
加速0公里至100公里： 4.7秒
售價： 約110萬港元

浸大「針推療法」
助膝痛者「邁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翁麗娜）
俗話云「人老先從
腿上老」，中老年
人易患有膝骨性關
節炎，嚴重者更舉
步為艱。浸大中醫
學院研究發現結合
推拿及針灸治療，
逾半患者情況得到
改善，甚至痊癒，
令他們可在西醫
「開刀」以外，多
一種選擇。浸大中
醫藥學院臨床部高
級講師舒旭表示，
停經女性較易患上
膝骨性關節炎，因為能提供保護的激素減少，令骨質
流失的速度更快。
浸大中醫學院於2012年8月至去年12月透過「靶向

針推療法」，即結合推拿及針灸，治療92宗膝骨性關
節炎個案，包括年齡由21歲至84歲的24男68女，他
們的發病時間由兩周至20年不等，結果顯示31%患者
膝關節疼痛完全消失；28%患者疼痛情況有明顯改
善。

服藥塗膏無用 推拿針灸見效
舒旭表示，中醫將膝關節炎歸納於「痹症」之內，

當患者年紀漸長、寒濕阻塞及氣血虧損也可能發病；
而現代人超重亦增加膝部負擔導致發病。他表示，療
法針對各患者不同疼痛部位作推拿及針灸，患者視乎
情況每周接受一次至兩次療程。他指西醫一般治療方
法依靠服藥及塗藥膏，惟治標不治本，且長期塗藥膏
亦可能引起敏感問題。
88歲的李女士受膝關節疼痛困擾多年，去年右膝關

節更痛至無法上落樓梯。她曾向西醫求診，但僅獲發
止痛藥，病情未見起色，結果在接受20次有關療程
後，現時疼痛完全消失，去年更可外出旅遊。另外，
59歲雷女士患膝痛數年，由於發現行樓梯、遠足時膝
蓋均發力欠佳，曾向西醫求醫卻未見效果，故參加該
院的治療，她1個月內接受了8次治療，完成療程後現
時再無膝痛。

■舒旭表示，停經女性因激素減
少，較易患上膝骨性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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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署工程師開會前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杜法祖 )水務署一名高級工程

師，昨晨9時許中環政府總部西翼一間辦公室安坐沙
發準備開會期間，突暈倒昏迷，同事大驚報警，惟送
院證實不治，終年57歲。警方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
疑，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時死亡」，是否死於隱疾，
死因有待剖屍檢驗。
水務署證實死者為該署高級工程師蔡馨偉(57歲)，負
責資訊科技工程計劃管理、及覆檢的工作。
據悉，蔡是草地滾球高手，兼任為國際認可草地

滾球裁判，熱愛該項運動之餘，亦有代表水務署參
加多次與其他部門、機構舉行的聯誼賽，屢獲殊
榮。

兩「佔旺」被告 一脫罪一候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去年旺角「佔領區」
被清場後，警方在通菜街用橙帶阻截兩邊行人路時，
38歲男子施國雄涉嫌沒有聽從指示，繼續留在馬路中
心，其後被控故意阻差辦公。施昨在九龍城裁判法提
訊時否認控罪，最後獲裁定無罪。
辯方律師多次質疑警員李志雄的庭上口供與紀錄的

不符，指出李曾向負責落口供的女警提出「夾時
間」；同時更指出曾有警官向李說：「你今日未開
齋，你做呢單啦！」
案件昨裁決時，裁判官指被告聲稱到旺角買藥是解

釋牽強，難以令人相信被告是旁觀者非示威者。而證
人警員李志雄的口供亦存有疑點，警員庭上作供時，
稱是右手捉被告左臂，被告把他的手甩開，但警員兩
次在警署錄口供時均沒提及。警員作供時亦指出，被
告曾在馬路中心高呼：「我要真普選，我要『佔領』
呢條馬路！」但兩份口供中均沒有提及。在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的考慮下，判被告無罪。
此外，一名32歲音響器材技工溫泓權，於去年10

月「佔旺」期間，與凌晨實施人流控制的警員發生
爭執，繼而引發肢體碰撞，其間溫涉踢傷一名警員
左腳，被控一項襲警罪。溫昨在觀塘法院否認控
罪，獲准保釋至下月27日開審。控罪指溫在去年10
月 12日，在彌敦道近奶路臣街交界襲擊警員黃樂
安。據報道，被告當日凌晨約2時被捕後，近200多
名示威者聲稱不滿警方暴力執法，一度包圍旺角警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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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大
學有研究指甲型禽流感(H7N9)出現變
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出席一
個場合時回應指出，變異與基因重組屬
正常情況，該報告與當局一直對H7N9
爆發以來評估的情況吻合，H7N9在內
地不同的地方，亦正在家禽群體間繼續
傳播。他續稱，當局一直就香港長遠是
否需要有活雞應市的問題進行研究，現
正招標聘請顧問做研究，再向政府提供
意見。
高永文表示，無論是H7N9抑或其他
類型的禽流感，實際上是一組病毒，經
常會發生變異活動，只視乎快或慢；在
野生鳥類或家禽中，亦不斷有基因重組
的情況發生。他指出，去年及今年入冬
以來，內地不同地方繼續出現散發性病
例，街市已被認定為高危地方。他表
示，香港應對禽流感，尤其是H7N9，正
嚴格控制不論是供港或本地活雞的整個
供應鏈，以減低H7N9在香港透過家禽傳
染市民的風險。
早前在進口供港活雞中驗出對H7N9
呈陽性的樣本後，再恢復內地供港活家

禽時，內地有關當局採取了較嚴格的措
施，高永文對此表示理解及認同，尤其
是目前仍處於冬春交界，流感或禽流感
依然活躍。高永文預計，短期內內地供
港活家禽仍然是一些風險相對較低的活
家禽種類，以及間歇性進口。
另外，高永文指由於內地家禽市場持

續發現H7N9病毒，而且至現時為止，內
地散發性H7N9病例中的病人大部分都是
接觸過活家禽或接觸過活家禽環境，即
是內地的濕街市。因此，高永文呼籲港
人一旦前往內地受影響的地方，應盡量
避免不要前往有活家禽售賣的街市；若
曾前往而回港後感到不適，一定要盡早
求醫，而且要向醫護人員提供相關的資
料。

招標聘顧問研活雞應市風險
對於長遠需要有活雞應市，高永文表

示當局正就該問題展開研究，現正招標
聘請顧問做研究，針對現在香港活雞供
應鏈的各種形式、各持份者及風險因
素，以及有否其他可行的方法進行評
估，再向政府提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本港流感情況仍然嚴重，衛生防護
中心昨日公布，由前日中午至昨
午，已新增14宗成人嚴重感染個
案，當中8人死亡；早前呈報的個
案中，亦新增1人死亡，年初至今
累計有371宗死亡個案。對於現時
的流感情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昨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目前
的流感陽性比率相對1月下半月的
高峰期稍為回落，顯示季節性流感
已達高峰，且開始有回落趨勢，但
仍未回復正常水平。
高永文表示，季節性流感趨勢

將繼續回落至正常水平，抑或會因
近期反覆的天氣而再上升，仍有待
觀察。他稱，儘管衛生防護中心的
報告顯示，陽性樣本的比率有所回
落、急症室就診人數比較穩定，以
及院舍的爆發亦較1月份下半月的
宗數為少，但天氣反覆可能會令流
感或禽流感病毒活躍，希望市民維

持高度戒備的狀態。
另外，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同

日表示，除了流感外，長者亦需
注意肺炎鏈球菌的威脅。該會會
長鄭綺雯指出，政府早前推出肺
炎鏈球菌疫苗資助計劃，資助65
歲或以上從未接種過政府資助肺
炎球菌疫苗的長者，免費接種十
三價疫苗，長者及高危人士應善
用計劃。
鄭綺雯稱，肺炎球菌是最常

見、引致肺炎的細菌，而入侵性肺
炎球菌更常見於嬰幼兒、青少年及
50歲或以上成人，傳染性高。她
指出，流感其實會令身體虛弱，同
時令肺炎球菌有機可乘，故巿民在
等待接種新流感疫苗時，亦可先接
種肺炎球菌疫苗作預防。香港西醫
工會會長楊超發亦指出，流感針與
肺炎球菌針可以同時接種，兩者不
會互相影響；但若本身已患有感
冒，則不適合接種疫苗。

死者分別為肇事跑車27歲司機兼車主黃奕，洋名Ian；
及28歲男乘客譚兆璋，洋名Michael，兩人同是國泰

航空的休班機師。據悉，洋名Michael 的譚兆璋在加拿大
長大，自小是個飛機迷，曾入讀航空學校，至2011年回
流香港成為國泰航空飛機師。國泰航空對事件感難過，除
慰問兩名事主家屬外，並會盡力提供所需支援及協助。

國泰休班機師與友名車相聚
現場消息稱，昨凌晨約2時許，譚與黃及另外3名同是
港龍機師的好友，各自駕駛名車，包括保時捷Cayman
S、寶馬M3，寶馬M1、福特Focus及福士Golf 同遊車
河，一同抵達葵涌貨櫃碼頭近昂船洲大橋橋底海邊聊天。
至凌晨約4時35分，駕駛保時捷Cayman S跑車的黃表

示想「兜個圈」，譚於是留下自己的寶馬M3在海邊，登
上黃車作伴。當保時捷跑車沿貨櫃碼頭南路駛入葵涌貨櫃
碼頭8號迴旋處時，疑高速入彎失控，猛撼路中花槽石
壆，繼而凌空飛撼昂船洲大橋橋躉後全車着火，黃、譚同
被困車內活活燒死。

附近天眼有拍下車禍過程
友人見兩人良久未回遂驅車找尋，赫然在約600米外的
迴旋處發現黃的保時捷失事，全車陷入火海欲救無從，立
即報警。警方聯同消防員趕至開喉將火救熄，發現剷上花
槽嚴重毀爛的保時捷跑車內有兩具焦屍。現場所見迴旋處
的斜石壆被撞毀，跑車機件及石屎散滿一地，而花槽中央
橋躉離地約3米高處的躉身，有被車輛撞擊過痕跡。警方
初步不排除保時捷跑車高速駛入迴旋處時失控，剷上花槽
石壆後，如炮彈般凌空狂撼橋躉再發生爆炸，之後墮下花
槽着火焚燒，車上兩人重傷被困無法逃生，慘遭大火吞噬
燒死。據悉整個過程更被附近的閉路電視拍下。

警：非黑點 現場無酒樽
警方新界南交通特別意外調查組督察馬偉洪表示，車禍

現場非交通黑點或非法賽車熱點，但事發時有微雨，目前
正循多方向，包括車速、機件、司機的駕駛態度、身體狀
況及有否病歷等調查肇因，政府化驗師亦協助蒐證。至於
司機有否飲酒則有待驗屍確定，但初步在現場無發現酒樽
及啤酒罐等。
昨晨約9時，兩名死者的親友由警方安排到現場取回遺

物，其中譚的父母及胞妹神情哀傷。稍後仵工將兩名死者
遺體場舁送殮房，並召來拖車將跑車吊走。至昨午12
時，死者兩名友人駕車到場，在橋躉下擺放兩束黃菊花，
默哀後離去。此外，兩名死者的友人均對事件感到傷心難
過，紛在死者的facebook留言悼念。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 葵

涌昨晨發生恐怖奪命車禍。5名休班飛機師昨

凌晨相約分別駕名車遊車河及相聚聊天，其中

兩名年輕國泰航空機師，疑即興同登一輛保時

捷跑車往「兜個圈」，詎料在葵涌8號貨櫃碼

頭迴旋處疑高速入彎失控，剷上迴旋處中央花

槽石壆再凌空飛撼橋躉，引發爆炸全車着火，

兩名機師同被燒焦慘死。警方正循多方向包括

超速、機件、司機身體狀況及駕駛態度等調查

肇因。

疑入彎「甩頭」漏油擦壆起火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表示，肇事保

時捷Cayman S屬後置引擎、後輪驅動的超級
跑車，馬力達300多匹，後輪驅動優點是動力
持久堅韌，後段加速較頭輪或四驅好；但因重
心在車尾，故過彎太快時容易「甩頭」，新手

難以駕馭。
李估計有人在迴旋處入彎太快，欲煞車減速時疑

「大腳踩迫力」，致跑車「甩頭」剷上石壆出事。由
於Cayman S的油缸在車頭，不排除車頭撞及橋躉後
導致油缸破裂漏油，加上車底與石壆磨擦產生火花致

引發火警。他又推斷撞車時衝擊力過猛，兩名事主被
撞暈或車門撞至變形，致未能及時逃生。但李強調，
所有合規格車輛都不易燒着，今次只屬巧合。
李又表示，外國有一些駕駛超跑課程，讓車主在

車場內學習如何應付「甩頭」、「甩尾」等失控狀
況，例如購買法拉利新車，車廠也會要求車主親身
到意大利學習駕駛約一星期，才會將車交付。然而
李指港府對汽車運動推廣不積極，偏偏本港就有不
少超跑，建議超跑車主可以參加駕駛深造課程，以
應付突發狀況。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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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相信跑車曾撞及橋躉再跌落草坪警方相信跑車曾撞及橋躉再跌落草坪。。

■■保時捷跑車燒剩車架保時捷跑車燒剩車架。。

■事後趕到現場的身亡機師家屬。

■洋名Ian的國泰機師黃奕
是失事保時捷跑車司機兼
車主。

■國泰機師譚兆璋當時是
車上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