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5年10月8日（星期四）

等肺少女病逝 醫生冀反思器官捐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因嚴重肺血壓高而急需
換肺的19歲少女勞美蘭，等候逾一星期仍沒有合適屍肺
進行移植，昨午2時在瑪麗醫院病逝。美蘭主診醫生辛光
耀表示，肺部移植的條件較其他器官高，「唔係想捐就可
以」，並指香港器官捐贈的普及程度較歐美國家及地區為
低。雖然本港今年肺部移植個案達雙位數字，亦是歷年來
最多，但其移植的比例，相對心臟、肝及腎等器官為低，
望藉此機會讓市民思考器官捐贈的文化。

父含淚謝各界關心 家屬求平靜
勞美蘭因原發性肺血壓高致肺部出血，需要使用人工

心肺機協助呼吸，瑪麗醫院上月底發出緊急呼籲，望在
48小時內有合適肺部讓美蘭換肺續命。但事隔至今逾一
個多星期仍沒有合適屍肺，她昨日下午2時在瑪麗醫院
病逝，美蘭爸爸得知女兒死訊後傷心落淚。他表示，女
兒安詳離世，現正忙於辦理手續，不欲進一步談論事

件，感謝各界關心及傳媒的呼籲。勞美蘭的表兄說，家
人需要時間平靜，稍後商議如何善後。
瑪麗醫院心胸外科副顧問醫生辛光耀表示，一直沒有合

適屍肺可供移植，直至3日至4日前，美蘭的病情轉差。他
續說，肺部移植的條件較其他器官高，「唔係想捐就可
以。」除血型及體型等基本要求外，還要看肺部狀態，如
腦幹死亡的病人，若在治療期間長期使用呼吸機，會增加
肺感染的機會；在搶救過程中，亦會傷到肺部的質素。

肺移植今年最多 仍不及心肝腎
辛光耀稱，本港器官捐贈的普及程度較歐美國家及地區

為低，「西班牙的捐贈情況及意識都好高。」他表示，雖
然本港今年肺部移植個案已達雙位數字並且是歷年來最
多，但肺部移植的比例，相對心臟、肝及腎仍低，希望藉
此機會讓市民思考器官捐贈的文化。
勞美蘭於今年8月底在內地參加交流團時，突然出現呼吸

困難並暈倒，在內地醫院接受治療後，確診為原發性肺血壓
高。及後返港接受治療，但病情一度轉差，右肺曾出血，需
靠人工心肺機協助呼吸。主診醫生為她打強心針及施用抗生
素，望爭取更多時間等候合適的肺部，但最終等不到。

盈盈流產 港產熊貓還要等
檢查「見胎化影」遭母體吸收 海園料仍有機會再大肚

天水圍幼園兩水辦鉛超標風雷雨襲西貢 疑驚現水龍捲

當局解畫：發雨警須涉廣泛地區
西貢昨日受暴雨影響，有居民質疑

天文台並無發出暴雨警告，令他們在
毫無防範的情況下被洪水圍困。天文
台解釋，如要發出暴雨警告需涉及香
港廣泛地區，但是次大雨主要集中在
新界東部，故僅發出新界東及西貢特
別天氣提示。
西貢早禾坑村一名受昨日暴雨影

響的鄭姓村民表示，昨晨他冒雨出
外上班，走到大網仔路時見路面嚴
重水浸，水深及膝，車輛根本無法
通過，唯有向公司告假。他質疑，
過往大雨天文台均會發出暴雨警
告，惟今次卻沒有任何通知，批評
天文台僅依指引發警告是「唔識轉
膊」。
天文台科學主任楊國仲解釋，由

於要發出暴雨警告需涉及本港廣泛

地區，但昨日大雨主要集中在新界
東部，故僅發出新界東及西貢特別
天氣提示。至於「廣泛」的定義，
則無特定涵蓋範圍。
他又指，新界東昨晨因出現「風

匯聚」現象，即由於天空低層有風
的匯聚，空氣對流強，令天氣不
穩。香港雖已步入秋天，但正值冷
暖空氣交替，如出現「風匯聚」即
有可能出現昨日的情況。
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

座教授、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昨日
在其網誌中亦指，昨晨大雨只集中
在西貢地區，覆蓋範圍與「廣泛地
區」定義相距甚遠，
因此天文台不可能發
出暴雨警告。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政府昨日完成新一批37間幼稚園的
食水化驗，在抽取的79個食水樣本中，有兩個來自天水圍天主教聖
葉理諾幼稚園的水辦發現含鉛量超標，其中一個從茶水房固定熱水
罉抽取的樣本的含鉛量達20微克，超出世衛標準一倍。該校為至今
第三所發現水辦含鉛超標的幼稚園，而衛生署亦將安排該幼稚園
203名學童驗血。教育局已就驗水結果及衛生署的驗血安排發信通
知該校及其教職員和家長；衛生署亦將會就抽血結果及血鉛超標人
士作適當跟進。

■勞美蘭入院初期仍精神。 ■勞父(左)感謝傳媒呼籲捐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啟晴邨今年7月初爆出食水含鉛風
波後，總承建商中國建築承諾為受影響住戶免費安裝濾水器，惟部
分居民已自行安裝濾水器，其中兩名居民早前入稟小額錢債處向
「中國建築」追討購買濾水器費用合共800元。案件昨日提訊時，
中國建築代表質疑，有關申索書未有清楚列明，中國建築有何失誤
及如何造成他們對健康的擔憂。審裁官指，兩人的申索因由未夠仔
細，要求兩人證明自己是受鉛水影響的住戶，並證明何以要建築商
賠償，並於下月6日前修改申索書的訴訟因由，12月21日再訊。

「啟晴人」索濾水器費 官促改訴訟因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事務處一連3日（10月5日至
7日）在全港各區展開一連串的反非法勞工行動，包括「曙光行
動」及「突破行動」。行動中，入境處人員共拘捕17名非法勞工
及5名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入境處表示，是次行動的其中一
個重點是打擊持「行街紙」的非法勞工；據悉，行動中拘捕了4名
印度籍及5名越南籍持「行街紙」黑工。

9人持行街紙 10人用假證
入境處人員共搜查了59個目標地點，包括街市排檔、餐廳、洗

衣工場、零售店舖及大廈賓館，共拘捕17名非法勞工，分別為9
男8女，年齡介乎24歲至57歲，其中5男4女持有不允許僱傭工作
的擔保書（俗稱「行街紙」）。被拘捕的17名非法勞工中，5男5
女亦涉嫌使用及管有懷疑偽造香港身份證。而因涉嫌聘用非法勞
工被捕的僱主則為5名男子，年齡介乎28歲至44歲。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所有旅客在未獲入境處處長批准前，無論

受薪與否，均不得從事任何僱傭工作。違例者會遭檢控，一經定
罪，最高刑罰為罰款5萬元及監禁兩年。發言人又警告，非法入境
者或受遣送離境令或遞解令規限的人接受僱傭工作，開設或參與
業務，均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
發言人呼籲僱主切勿聘用非法勞工，並強調任何人如僱用不可

合法受僱的人，亦屬違法。違例者經定罪後，最高可被判罰款35
萬元及監禁3年。

「曙光」照出「黑工」入境處拘5僱主

公園及卧龍專家自確認盈盈懷孕起，24小時監察其身體狀
況，但園方昨今兩天為盈盈進行超聲波檢查時，發現胎

兒已停止發育及沒有心跳，未能見到胎兒完整結構，料部分已
被母體吸收，因此斷定胎兒已失去生命跡象。
公園獸醫李富康昨日在公佈壞消息時直言，「胎兒在損壞
中」，從超聲波檢查可見，胎兒部分軟組織已被母體所吸收，
不排除日後胎兒將被母體完全吸收，惟擔憂部分難以吸收的組
織或遺留母體內，故將密切觀察情況及加密超聲波檢查，以確
保盈盈身體狀況。至於會否進行開刀手術以取出未被吸收的胎
兒組織，他認為暫未有需要，相信母體可自行排出相關組織。
李富康亦不解為何出現胎兒被吸收情況，認為盈盈情況一直
穩定，行為亦無異常，難以解釋原因。卧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
究中心獸醫主管王承東稱，卧龍大熊貓基地今年亦發生一件同
類事件，且早年加州聖地牙哥動物園大熊貓白雲亦吸收了雙胞
胎中的其中一隻，認為大熊貓出現胎兒被母體吸收、假懷孕、
流產、難產或夭折的情況並不罕見，時有發生，特別是第一次
懷孕的大熊貓媽媽。
王承東說，目前只可依靠超聲波檢查以檢察熊貓懷孕情
況，藉超聲波檢查發現成孕至生產只有短短18天時間，現階
段缺失足夠資料及文獻解釋為何胎兒被母體吸收。他又指康
復進度要視乎各熊貓的體質，但相信盈盈可於下季發情期前
康復。

「至18歲都有機」館長有信心

公園陸生動物部高級館長祝效忠對事件深表傷心難過，惟盈
盈現仍處於懷孕周期，預料盈盈暫未了解其胎兒已失的事實，
將密切觀察情況，着重護理工作，如館內實行人流管制，以降
低滋擾。雖盈盈未能順利生產，但祝效忠仍對10歲的盈盈充滿
信心，「熊貓至18歲都有懷孕機會」，故未來將與卧龍等有關
部門進行商討及制定適切方案，以助盈盈再度懷孕。

蔣麗芸：還年輕還有機會
港產熊貓胎死腹中，不但港人傷心嘆息，不少旅客也大感失

落難過。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亦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對事件
感到傷心，認為盈盈還年輕，還有機會「能生一個像她一樣的
漂亮寶寶」。特意前來探望「懷孕產婦」盈盈的本地人高先生
在獲悉消息後，大為意外，但認為熊貓懷孕須順其自然。
為一探國寶而前來熊貓館的蘇先生來自河南，直指全球熊

貓僅存數量不多，故對胎死腹中事件大為難過，但相信以後
仍有懷孕機會。
來自澳洲的旅客Richard Thomas特意攜同兩名子女前來熊貓

館，探望這對可愛的動物，稱讚「牠們又可愛又漂亮」，在獲
悉盈盈胎兒不保後大感難過及不開心，盼望盈盈可盡快康復。
同樣是來自澳洲的訪港旅客Sarah指：「我所居住的地區

動物園並沒有熊貓，這次訪港特意帶同子女及父母前來探望
熊貓。」故對有關消息大感意外及難過。居港日本人山田惠
亦對盈盈胎兒流產大感傷心，希望盈盈可盡快振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國慶當日，海洋公園宣佈遠赴四川參加全國大熊貓繁殖計劃的盈盈「求

子成功」，豈料事隔6日，港產熊貓胎死腹中。海洋公園昨日宣佈，大熊貓盈盈體內胎兒已停止發育，

形體不再，並正逐漸被母體吸收，故斷定胎兒已失去生命跡象。有專家指，事件並不罕見，時有發生，

惟難以解釋發生原因。海洋公園對事件表示傷心難過，料盈盈暫未了解其胎兒已失的事實，將密切觀察

情況及着重護理工作，相信未來仍有懷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受
不穩定天氣影響，西貢昨晨突現「風
匯聚」現象，短時內形成局部地區性
豪雨及狂風雷暴，天文台一度錄得區
內每小時高達200毫米雨量記錄。其
間，暴雨引發山洪及山泥傾瀉，牛尾
海據報更懷疑出現水龍捲。區內多條
主要幹道及村落均嚴重水浸，有村民
被洪水圍困，更有汽車沒頂司機被
困。消防及警方四出救人疲於奔命，
幸最終僅一名鐵騎士輕傷送院。有村
民直呼「未試過咁恐怖」，區議員則
批評天文台無發暴雨預警，要求檢
討。

洪水圍困村民 車輛在水中央
昨晨8時許，西貢及北潭涌一帶突
風雲變色有狂風雷暴及傾盆大雨。上
午8時45分，當局陸續接獲西沙路近
黃竹灣、大網仔新村及大網仔路近北
潭涌渡假營等，均出現嚴重水浸報
告，多條道路低窪路段被黃泥水淹
沒。有村民遭洪水圍困，多輛汽車包
括私家車、小巴等死火亦被困水中
央，需消防員出動拯救，惟區內各主
要幹道交通十分擠塞，令拯救行動受
阻。
在北潭涌渡假營附近，一輛寶馬房
車一度遭山洪沖前數米，姓何女司機
受驚被困，幸及時被兩名漁護署外判
工人救離車廂脫險。未幾房車即被暴
漲洪水沒頂，全車報廢。約同一時
間，一名男子駕車途經大網仔路往北
潭涌郊野公園方向時，座駕被洪水圍
困死火，幸其在救援人員趕到前已自
行脫險。一名年約30餘歲外籍女子，
在駕私家車載同兒子途經大網仔路
時，同被洪水圍困，需消防員拯救離
開，幸母子均無恙。

路面雨如瀑「未試過咁恐怖」
至上午9時許，消防處再接獲大網
仔新村有村民被洪水圍困報告，立即

派員拯救，幸無人受傷。一名姓周村
民表示，上次黃雨期間該村亦出現水
浸，但今次水流好急，連人都站不
穩。他形容：「未試過咁恐怖！」一
名在暴雨期間準備駕車上班的張姓村
民則稱，當車駛出斜路時，驚見路面
雨水如瀑布般傾瀉而下，根本無法駛
過，更恐引發山泥傾瀉掩沒住所，一
度嘗試自行清理渠道排洪，並返家陪
伴家人，幸個多小時後雨勢減弱，洪
水迅速消退有驚無險。有斬竹灣居民
則指家中水浸及腰，一度停電。
在西貢大網仔路近合時小築一處山

坡，昨晨10時40分，一幅約10米乘
6米護土牆在暴雨中坍塌，大量沙泥
湧落大網仔路，來回行車線受影響。
其間，一輛電單車經過失控翻車，司
機右腳輕傷送院。由於恐有途人被活
埋，消防坍塌搜救專隊到場搜救，幸
證實無人被困。
另西貢海下村一間村屋則雨後發生

屋頂倒塌。昨午4時許，64歲姓翁屋
主在廚房煮食時發生天花倒塌，屋頂
出現3米成5米大洞，他一度被困，驚
動鄰居救出後報案，他頭及腳傷清醒
送院，警方列作「樓宇倒塌」。

天文台：未接獲水龍捲報告
有市民則報稱，昨清晨6時許，在
西貢清水灣鄉村俱樂部望出對開牛尾
海海面時，目睹一條懷疑水龍捲出
現，歷時數分鐘。天文台科學主任陳
恩進證實，昨晨在西貢一度錄得每小
時102毫米降雨記錄，個別地區甚至
超過200毫米，達黑色暴雨警告指
標；他又指翻查雷達圖像發現當時上
址出現強對流發展區，有機會形成水
龍捲，但未接獲相關報告。
此外，中電證實在昨晨9時許惡劣
天氣下，位於西貢北潭涌的一個變電
站受水浸影響引致供電設備故障。附
近部分客戶的電力供應受影響，經搶
修後供電恢復正常。

■盈盈最新照片。 海洋公園提供

■超聲波圖片中，盈盈腹中胎兒形體不
再，部分更被母體吸收。 海洋公園提供

■對消息感意
外，惟認為熊
貓懷孕須順其
自然。

趙虹 攝

■大感難過，不明
白為何會發生這不
幸的事。

趙虹 攝

■感全球熊貓
僅存數量不
多，相信盈盈
以後仍有懷孕
機會。

趙虹 攝

香港高先生

澳洲Sa
rah

▲專線小巴在水中央。 網上圖片

◀西貢大網仔路雨中發生護土牆坍
塌，消防到場搜索是否有人被困。

河南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