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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過去六七年，我每日都是坐着入睡。換

心手術後，發現自己是躺着時，心中只有萬分感恩。」現年51歲的王

先生昨日表示，早年突然患有心臟病，需接受心臟移植，不但被迫提早

退休，亦失去婚姻，惟從未放棄自己，終等到奇蹟一刻，更「因病際

會」認識了同樣換心成功的現任太太，承諾會充實開心地迎來第二次生

命。有醫生指出，今年首季捐贈數字惡劣，僅得20宗器官捐贈個案，

希望下半年加緊宣傳工作。

換心人迎新生：瞓得低好開心
首季器捐數字下跌 團體冀下半年增宣傳

雨季將至，防
災工作更為重
要。發展局局長

馬紹祥昨日發表網誌，指本港城市發展不
斷向山坡伸延，斜坡狀況會隨年月老化，
加上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越見頻
繁，使發生大量和大型山泥傾瀉事故的機
會增加。他表示，政府會持續投放資源，
把山泥傾瀉的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接受和合
理可行的範圍內。
馬紹祥以《防範斜坡，提防風險》為題

撰寫網誌。他指出，土力工程處自1977年
成立以來，經過40年努力，把香港人造斜
坡的山泥傾瀉風險減低至當年的25%之
低，該處並透過防治山泥傾瀉計劃、審查
新建斜坡、斜坡的保養和維修、警報系統

及公眾教育等策略，有效地管理香港的山
泥傾瀉風險，達至先進的國際水平。
他強調，雖然近年鮮有發生涉及人命傷

亡的山泥傾瀉事件，但本港城市發展不斷
向山坡伸延，斜坡狀況會隨年月老化，加
上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越見頻
繁，增加了發生大量和大型山泥傾瀉事故
的機會，故必須保持高度警覺，保障斜坡
安全的工作更絕不能有半點鬆懈，否則山
泥傾瀉的風險可能會上升。

更新「警報系統」升應變
他指出，政府會持續投放資源，努力把

山泥傾瀉的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接受和合理
可行的範圍內。
為了應對山泥傾瀉的風險，馬紹祥指，

土力工程處除推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
劃」，按風險排序有系統地處理人造斜坡
和天然山坡的山泥傾瀉風險外，亦已完成
極端降雨造成山泥傾瀉的風險評估，更新
了「山泥傾瀉警報系統」和優化通報信息
的資訊系統，提升應變和動員能力，以便
更迅速和有效地處理突發和嚴重的山泥傾

瀉情況。
但他強調，單靠政府的努力並不足夠，

市民大眾亦須配合，例如私人業主要定期
鞏固和維修他們的斜坡，特別在雨季來臨
前清理去水渠，及完成例行檢查和維修工
作，冀各方共同努力攜手對抗「山泥
魔」。 ■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早前有3名
66歲至84歲市民確診患上退伍軍人症，他
們於潛伏期內曾先後前往澳門。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澳門衛生當局已採
取相應措施，並在可能源頭取走水樣本檢
驗，會密切關注相關的檢驗工作及化驗結
果。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日前公佈，3名早前

確診退伍軍人病的男病人的呼吸道樣本顯示
相同基因序列型的嗜肺性退伍軍人桿菌血清
1型。該3名病人分別居於紅磡、柴灣及將
軍澳，流行病學調查至今亦沒有發現在本地
有共通的活動地點，而3人均於其潛伏期內
曾前往澳門。
高永文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已透過衛生

署知悉事件，澳門衛生當局已在事後採取相
應措施，亦在可能源頭取走水樣本檢驗，強
調會密切關注澳門衛生當局的檢驗工作及化
驗結果。
至於3名患病病人，一人危殆，一人嚴

重，一人則病情穩定且已出院。截至本月
15日，本港今年共錄得17宗退伍軍人病個
案（16宗社區感染，1宗醫院），2015年及
去年分別有66宗及75宗。

原本任職巴士司機的王先生於1999年
突然患上擴張型心肌病，心臟功能一

度曾跌至只得10%，需長期服用藥物治
療，並於2005年起輪候心臟移植。
他表示，自己本是一個運動愛好者，但
患病後，體重由220磅急跌至約150磅，
形容當時身形如同饑民，步行亦成問題，
正常生活被徹底打亂的同時，巴士公司亦
因擔心他的病情影響乘客安全，要求當時
只有33歲的他提早退休。
王先生直言，當時失去工作，生活要依
靠過往儲蓄度日，妻子亦拋下他與一名僅
得1歲的幼子，決意離婚。雖然如此，他
仍未放棄自己，在家人及醫護人員的支持
下，耐心等待奇蹟出現，終在2010年初迎
來奇蹟一刻。

7年等移植 每晚徬徨坐睡
王先生笑言，知道有合適遺贈心臟時，
有種「終於輪到我」的感覺，並指在等候
心臟移植的約7年間，每晚都是坐着入

睡，且會不時醒來，完全不能「一覺睡到
天明」，但術後首日清醒發現自己是躺着
時，心中充滿感恩。
術後積極參與義工工作的王先生在病人

組織活動中，結識了同樣換心成功的伍小
姐，兩人萌生愛意，最終於去年底共諧連
理。

誓充實過每天答謝捐贈者
王先生坦言，萬分感謝那名無私捐出

心臟的市民，令他擁有第二次生命，更
因而認識了現任太太，承諾每天都會開
開心心，非常充實地度過，以答謝捐贈
者。

團體辦活動 宣「傳承大愛」
由多個病人組織組成的香港器官捐贈行

動小組昨日以「傳承大愛行動支持器官捐
贈」為題的活動，邀請醫護人員、器官受
贈者及等候者合演一場互動迷你音樂匯
演，述說器官衰竭病人的徬徨絕望景況，

以至市民對捐贈的一知半解。
出席活動的香港移植學會前主席雷兆輝

指出，去年全年有逾2,000宗輪候腎移植
個案、逾90宗肝輪候個案、50宗心輪候個
案及20宗肺輪候個案，惟只得60宗遺體
腎捐出個案、37宗肝捐贈個案，各約10宗
心臟及肺部捐出個案，數字相差大。
他透露，今年首季捐贈數字下跌，僅得

9宗腎捐出個案、7宗肝捐贈個案及各兩宗
心臟及肺部捐出個案，希望下半年加緊宣
傳工作。
雷兆輝估計，香港每年約有4.5萬人死

亡，但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每年僅可接觸
300人次，當中約有100名病人可通過測試
成為合適捐贈者，但僅一半病人會捐出器
官。

3「退軍菌」患者曾訪澳門

極端天氣頻現 續投資源防泥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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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根據醫院管
理局2014年數據顯示，卵巢癌為本港女性
第六大常見癌症，發病率及致命率更超越子
宮頸癌。但有調查發現，近70%受訪女性不
關注卵巢癌，近半受訪女性不知道年過45
歲的女性為卵巢癌的高危群組。有醫生表
示，卵巢癌早期病徵不明顯，容易與腹痛、
尿頻、腹脹、食慾不振等其他疾病混淆，建
議女士若出現相關情況，應早求醫及接受婦
科檢查。
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計劃，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透過電話訪
問508名年齡介乎18歲至 64歲的本港女
性。結果顯示，68.9%受訪者在乳癌、子宮
頸癌及卵巢癌中，最不關注卵巢癌，當中
25.4%認為卵巢癌是罕見癌症。

近半人不知逾45歲屬高危
調查顯示，60.1%受訪者誤以為在乳癌、

子宮頸癌及卵巢癌當中，卵巢癌的發病率最
低，但事實上，卵巢癌的發病率較子宮頸癌
高。另有49.8%受訪者不知道年逾45歲的女
性是卵巢癌的高危群。
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代表傅惠霖表示，

卵巢癌的早期徵狀並不明顯，容易被患者
忽略或與其他疾病混淆，例如盆腔或腹部
疼痛、尿頻、腹脹、食慾不振或易飽等，
若上述情況出現的次數持續而頻密，例如
每月出現超過12次，則可能與卵巢腫瘤脹
大，對腹部造成壓力有關；如經常感到沒
胃口但卻有「肚腩」，亦可能是卵巢癌徵
狀。
他續說，年逾45歲、從未生育及有家族

遺傳，均是卵巢癌高危一族。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婦產科學系系主任

顏婉嫦表示，醫學界估計卵巢癌與基因變異
有關，一般都是第三期或晚期才發現，建議
女性一旦發現徵狀便要求醫。

卵巢癌「最隱形」
七成港女無留意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水埗整

體貧窮率多年來一直冠絕全港。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於去年底訪問430名當區居
民，發現市民面對的生活壓力較4年前的
同類調查高。基層市民最擔心食物價格高
昂，比率高達約 84%，其次為健康
（62%）及租金昂貴（57.9%）。有居民
坦言為了慳錢，平日買入5元兩斤的菜芯
進食，明知食物便宜得「有古怪」，亦礙
於家貧而選擇「搵命搏」。亦有居民指劏
房租金不斷上升，部分業主為求隨時加
租，更不願簽租約。

劏房月租1500元比例急跌
女青以今次調查結果對照2012年所作的
同類調查，發現受訪劏房戶月租1,500元
以下的比例，由2012年的50.2%急跌至今
次的9.5%；月租4,501元至6,000元的受訪

者比例，則由0.5%急升至20.6%。
現年67歲的關少芳與71歲的丈夫周儒

水自2006年起同住於深水埗劏房，現時每
月租金連水電費逾5,000元，她曾從事酒
店洗碗工人，惟近年因血壓高被迫退休，
最初只以丈夫的保安員收入支撐家庭開
支。但兩年前，丈夫因心臟病及糖尿病退
休無法工作，兩人去年開始領取每月約1
萬元綜援。
由於綜援金大部分用來支付租金，更要

預留醫療開支，兩人唯有在食物方面慳
錢，如每日限買20元餸，每日只吃兩餐，
晚上更僅靠女青食物券換食材。
關少芳近來因病痛需要看私家專科，花

費逾1,000元，丈夫上月牙痛，私家杜牙
根索價逾6,000元，根本不能負擔，最終
選擇到內地整牙，兩夫婦盼政府提供支
援，並能盡快上公屋減少開支。

負責是項調查的該會督導主任吳翠萍分
析指出，數據反映深水埗區整體貧窮狀況
未有如政府統計數字般有所改善，反而在

過去4年間有惡化的傾向，期望新一屆政
府能制訂政策，從「醫、食、住」3大方
向解決區內貧困問題。

深水埗貧窮惡化 居民為慳食「怪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賽
馬日昨日於沙田馬場上演10場「香港賽馬
會社群日」賽事，並正式宣佈在啟發青

年、長者安老及普及體育以外，加入第四
個慈善策略範疇─藝術、文化及保育，
在不同層面加強對社區的支援。

馬會主席葉錫安指出，文化古蹟及藝術
是社會的心和靈，任何世界級城市都不可
或缺，香港也不例外，馬會將繼續捐助與
藝術有關的基建項目，同時亦會提升藝術
文化場所的管理、策展和演藝人員的專業
水平及培訓其他業界人才。

葉錫安以「大館」新匯點為榮
葉錫安昨日於典禮上指出，現時籌備中

的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便正正結合
了藝術、文化及保育，是馬會捐助及管理
的重點項目，「雖然這個任務非常艱巨，
但我相信當『大館』開幕時，大家亦會以
這塊歷史瑰寶，這個充滿活力的藝術消閒
新匯點為榮。」

張建宗冀各界參與保育
擔任主禮嘉賓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

出，隨着社會愈來愈重視文物保護，政府

樂見賽馬會在多項文物保育計劃中積極參
與。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爭取各界的支

持，進一步加強藝術發展和文物保育工
作，「我們期待與賽馬會繼續緊密合作，
為香港藝壇注入更多活力，促進香港成為
地區的文化樞紐。」
馬會期望透過推動藝術、文化及保

育，為香港注入藝術文化活力，豐富生
活，推動創意共融，4大創新的重點方式
為提升業界專業水平及支持基建、拓展
觀眾群及促進藝術通達、以藝術解決社
會問題及活化古蹟，包括繼續支持大坑
火龍盛會、大澳傳統龍舟遊涌及長洲太
平清醮3個具代表性的本地項目，中區
警署建築群活化計劃未來亦會提供豐富
多樣的古蹟活動、導賞、專題展覽，並
與本地及海外藝術團體合作，籌辦展覽
及相關的教育計劃。

馬會捐助「升呢」增文藝保育

■香港賽馬會社群日加入藝術、文化及保育範疇，希望為香港注入藝術文化活力，豐富
生活，推動創意共融。 馬會供圖

■土力工程處早前舉行了「雨季前
斜坡安全傳媒簡報會」。

發展局圖片
■■工友鞏固斜坡工友鞏固斜坡。。 發展局圖片發展局圖片

■天然山坡風險緩減工程。 發展局圖片

■■女青昨日發佈女青昨日發佈「「深水埗區基層家庭眼中十大生活擔子深水埗區基層家庭眼中十大生活擔子」」調查結果調查結果，，發現區內貧窮情況發現區內貧窮情況
較較44年前惡化年前惡化。。

■高永文（左）昨日指會密切關注澳門衛生
當局的化驗結果。 趙虹攝

■■王先生王先生（（左一左一））萬分感謝那名無私捐出心臟的市民萬分感謝那名無私捐出心臟的市民，，令他擁有第二次生命令他擁有第二次生命。。左二左二
為王太為王太。。 趙虹趙虹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