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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腎病童 床前有「契媽」
瑪嘉烈護士陪伴至成年 契仔女過節回醫院探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患有慢性腎病的

兒童長期備受疾病折磨，若有具醫護專業知識

的「契媽」守護在旁，相信對其病情及成長均

有好處。瑪嘉烈醫院早年為每名長期病患的兒

童安排一名「護士契媽」，直至過渡至成人醫

療服務為止。有病童「契媽」坦言，長時間的

陪伴令彼此關係猶如家人朋友般，故每到大時

大節，不少長大的病童都會重回該院探望「契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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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病人一
旦動脈缺血性中風，注射溶血針屬現
時標準治療，惟該法有時效性，亦非
所有病人均適宜。瑪麗醫院早年引入
動脈取栓術，為不宜注射溶血針的大
血管栓塞病人施行手術，取出栓塞血
管內的血塊，成功率高達60%。有負
責醫生表示，該手術已獲外國醫學界
證明，惟有10%病人術後會出現再次
中風等的風險。
醫管局整體公立醫院有約一萬宗中

風新症個案。瑪麗醫院內科顧問醫生
謝曼瑜估計，當中該院接收600宗至
700宗缺血性中風個案，其中30%為大
血管栓塞。若該類病人在病發的3小時
至4.5小時內注射溶血針，32%可於3
個月內活動回復正常，成效明顯。惟

6%會有腦出血風險，死亡率約半。

溶血針具時效性 死亡率20%
謝曼瑜指出，溶血針功效具時效
性，4個半小時後注射療效微，反而加
重病情，死亡率不但達20%，同時只
僅有10%病人的栓塞大血管可於注射
後回復暢通，康復率低。
綜合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多個國
家或地區的5份針對性研究，向大血管
栓塞病人注射溶血針的同時，施行動
脈取栓術以取出栓塞大血管的血塊，
病人痊癒率會明顯提高，其中病人活
動恢復機會由原本的 26%，倍增至
46%，成效顯著。美國亦於2015年把
動脈取栓術納入標準治療指引，進一
步印證有關治療的成效。

謝曼瑜透露，該院早年已引入動脈
取栓術，首宗手術於2005年施行，近
數年平均約有10名病人接受該類手術
治療。醫護人員會從病人大腿導入導
管，延伸至頸部及腦部血管栓塞部
位，利用猶具「吸塵機」功能的導管
吸出血塊，手術時間取決於血塊大
小，由半小時至超過3小時不等。
她又指，曾有一名需服用薄血丸的
輪候心臟移植病人出現中風，惟擔憂
注射溶血針會增加腦出血機會，故施
行動脈取栓術，術後成效不錯。經電
腦掃描後，本來達三分之二腦部中風
的面積下降只剩小部分，局部身體癱
瘓的程度減低，手術成功率高達60%
至88%。不過該手術仍有風險，包括
有10%病人術後會出現血管出血、撕

裂或再次中風的風險。
謝曼瑜強調，愈早發現病情及給予
治療，愈能提高痊癒率，故病人自身
對該症的認知十分重要。
她提醒，若病人發現自己驟然口不
能言，面部出現不對稱，有可能已有
大血管栓塞的傾向，應盡快求醫，以
免耽誤治療的黃金時間。

瑪嘉烈醫院1999年成立全港唯一一間兒童腎臟移植及
透析中心，至今已為逾100名病童進行腎臟移植。

該院現有25名至30名接受洗肚的病童，以及12名接受洗
血的病童，當中約有40名輪候器官移植，有50名慢性腎
病病童需定期覆診。整體慢性腎病的病童中，40%屬先天
性、30%屬遺傳性、20%屬腎炎引致，以及10%屬早產等
其他因素引起。
為了令病童的醫治歷程增添色彩，瑪嘉烈醫院兒童腎科
團隊為每名慢性腎病兒童安排一名「護士契媽」，猶如同
路人般，一直陪伴病童過渡至成人醫療服務為止。

「契媽」開解 洗肚女童願治療
身兼病童「契媽」的資深護師陳笑莊表示，曾有一名約
10歲的患病女童需定期洗肚，其肝臟亦有問題，但當醫生
要求進行穿透檢查時，女童拒絕合作，就算其母親要求亦
依然拒絕。不過在「契媽」開導下，女童終說出原因，原
來是她不滿母親口吻強硬，令她感到難受，在「契媽」的
開解下最終願意接受治療。
陳笑莊表示，作為一名具醫護知識的「契媽」，令對方
較易接受意見以至紓緩家人關係的同時，亦能向病童及家
屬提供適切專業的意見，讓他們知道如何面對疾病。

長大仍不時WhatsApp問候「契媽」
她又指，該名女童現年已25歲，早已接受腎移植並重

獲新生，現時仍會不時以WhatsApp問候自己。
她直言，與照顧的病童相處時間甚久，關係已非醫患，
猶如家人朋友般，笑言每到大時大節，不少病童都會重回
該院探望「護士契媽」。

一護士可照顧八病童
病房經理羅愛蓮透露，過去一名護士照顧兩名至三名病
童，惟現時病童數目上升，比例升至一名護士對六名至八
名病童。她相信「護士契媽」的安排能有效監管藥物依從
性，向病童及家屬即時解釋有關透析方面的難題。
同時，為了把病童的社交生活影響降至最低，團隊於
1999年率先引入自動腹膜透析（APD），並向病童家庭
免費提供，好讓家人為患有慢性腎病的兒童在家中洗腎。
其中APD出現腹膜炎的發病率極低，估計每5年出現一個
發病個案。至今已有25名至30名病童在家使用APD。
另外，位於啟德發展區、標榜專收兒科「奇難雜症」的
兒童醫院動工近5年，預計今年第三季竣工，並於明年分
階段投入服務。
瑪嘉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部門主管謝紀超透露，大部
分團隊成員均會轉至兒童醫院，集中處理嚴重腎疾病的病
童。該院屆時將會主要接收病情輕微的病童。

瑪嘉烈兒童腎科團隊獲傑出獎
瑪嘉烈醫院兒童腎科團隊今年榮獲醫管局傑出團隊獎，
以表揚及鼓勵他們的傑出表現或模範行為。團隊由7名腎
科專科醫生及13名專科護士組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一年
一度的醫管局研討大會昨日閉幕。
同日亦公佈第二十四屆「傑出員工
及團隊獎」評選結果，評選小組從
51份來自各醫院聯網和總辦事處各
部門的提名中，根據候選人或團隊
於以人為先、專業為本、敬業樂
業、群策群力合共4項中的其中一
項或多項範疇所作出的貢獻，作為
評審標準。最後由5名傑出員工，
以及7隊傑出團隊奪得殊榮。
今年的醫管局研討大會本周二、

周三一連兩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並於昨日閉幕。今年大
會內容圍繞該局的核心價值「以人
為先、專業為本、群策群力、敬業
樂業」，旨在促進醫療新知及經驗
交流，推廣現代化醫療服務模式，
以及讓業界與持份者一同探索和討
論當代醫療服務理念。

研討大會有逾90名海外及本地知
名人士擔任講者，與會眾分享專業
意見及醫療經驗。亦有逾5,300名
醫療及醫護專業人員參加，包括來
自內地、香港及海外的醫療管理及
行政人員。
醫管局自1993年起每年舉辦研討

大會，提供平台以促進業界分享經
驗及意見，切磋學習及聯繫本地醫
療界。
同時，亦每年舉辦「傑出員工及

團隊獎」以嘉許具卓越成就的員
工，表揚及獎勵他們的傑出表現或
模範行為，並鼓勵員工全力以赴，
達成醫管局的目標。
踏入第二十四屆「傑出員工及團

隊獎」，該局共收到51份來自各醫
院聯網和總辦事處各部門的提名，
最後由評選小組選出5名傑出員
工，以及7隊傑出團隊。

專業敬業樂業
5人7隊獲嘉許

「吸塵機」新術取血栓 成功率高達60%
■ 謝 曼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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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把病童的社交生活影響降至最低，瑪嘉烈醫院兒童腎科團隊引入
自動腹膜透析。 醫管局供圖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舉行《中長期青年發
展規劃》有關情況發佈會，其中提到內地將加
強與港澳台青年的交流，尤其是要加大與港澳
青年交流的力度，讓港澳青年增強對國家和中
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為港澳青年到內地就
業和創業創造更多條件。這些措施都表明國家
高度重視港澳青年的成長與發展，為他們提供
了良好的條件。香港青年應充分把握機會，更
多地參與兩地交流，更深入地了解國家和民族
的發展歷史，在更廣闊的舞台上學到本領，施
展才華，實現理想。

為了培養未來建設的一代新人，國家最近
制定了《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
年）》，其中包含了加強與港澳台青年的交流
內容。按照《規劃》的要求，首先是加大港澳
青年交流的力度；其次，內地為港澳青年到內
地就業創業創造條件，出台了一些政策，特別
是在廣東前海等地都有直接為港澳青年就業創
業服務的平台；第三，將會通過各種形式，特
別是港澳青年比較喜歡的新媒體形式，向港澳
青年介紹祖國的情況，介紹祖國的歷史和文
化，使港澳青年增強對祖國的認同、對民族的
認同、對文化的認同。這些措施符合實際，切
實可行。尤其是更多地運用新媒體方式來進
行，更是適應了現時青年人的特點，更易收到
實實在在的效果。

香港20至34歲的青年約佔總人口20%，共

有150多萬人。有調查顯示，他們當中不少人
從來沒有去過內地，有些人即使是去過一兩
次，也只是留下表面的印象，對中華民族悠久
的歷史文化缺乏了解，對國家的改革開放與現
代化建設的最新成就，亦是一知半解，因而對
內地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誤解，這種情形如果不
及時改變，必將對香港與內地的合作，甚至是
對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造成不應有的
負面影響。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在這些方面
採取了許多積極的做法，例如增加對青年內地
交流資助計劃及實習的資助，在2016至2017
年度有關開支為1.26億元，比上兩個年度增
加了4倍。有許多社會團體也熱心參與，組織
了大量的交流團，加上國家大力支持，近年來
每年內地和港澳青年交流的人數已經達到了十
幾萬人次，可以說是初見成效。

如今，國家又制定了青年發展的10年規
劃，高度重視青年交流問題，這是為香港廣大
青少年提供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廣闊施展空間。
尤其是為港青到內地就業和創業提供的良好條
件，更可以讓他們跳出香港狹小空間的局限，
為他們全面的成長進步，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香港青少年應珍惜和善用難得機會，積極參與
有關活動。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團體，也
需要做好與這個規劃的具體對接，針對青少年
的實際情況，與內地加強合作，擴大交流規
模，提高交流質量。

青年發展規劃加強交流 促進人心相通
房協應政府邀請，探討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區發展房

屋的可行性。房屋問題是本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覓地
建屋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政府委託房協研究利用郊
野公園邊陲地發展房屋的可行性，是坐言起行、只爭朝
夕的表現，為增加土地供應邁出關鍵一步，有利於中短
期內增加供應，紓緩供求緊張的壓力，行動值得稱道。
當然，政府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應該提出充分理
據，保證有關發展並無損害環境和生態，並做好充分的
解釋工作，令市民放心、接受，最大限度避免開發郊野
公園邊陲地區受到政治化阻撓。

眾所周知，本港樓價貴絕全球，市民置業難，公屋
輪候隊伍大排長龍，解決房屋問題效果不明顯，甚至
積重難返，已成為滋生怨氣、影響社會和諧的最主要
矛盾之一。事實上，本港在房屋等民生問題和經濟發
展方面，多年來發展未如人意，進展緩慢。而備受詬
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面對很多發展機遇時坐而論
道，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錯失良機。

增加土地供應是解決房屋問題的關鍵。開發新土
地、滿足市場需求，是施政當務之急。行政長官梁振
英今年1月份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思考利用郊野
公園內小量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享用價值較低、位於
邊陲地帶的土地作公營房屋、非牟利老人院等非地產
用途。有關建議突破框框，為增加土地供應提供新路
徑。如今，房協作為專為市民提供房屋及相關服務的
公營機構，受政府所託，先行探討開發郊野公園邊陲
地發展房屋的可行性，發揮其專業所長，效率更高，
顯示政府覓地建屋不停留於構思，而是急民所急，付

諸行動。
本港土地供應日趨緊絀，而全港超過4成土地屬於

郊野公園，受制於《郊野公園條例》，開發郊野公園
土地難度不小。但是，不少專業人士認為，時移勢
易，香港房屋供求關係長期緊張，開發郊野公園邊陲
生態價值不高的土地發展房屋，值得認真考慮。而且
相對於新界的棕地或農地、填海、市區重建等方法，
郊野公園土地的業權簡單，不涉及搬遷或安置的問
題，可以較快將「生地」轉化可建屋的「熟地」，有
助為公營房屋提供持續而穩定的供應保障，紓緩土地
供應不足的問題，對樓市健康發展亦有幫助。政府決
定探討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發展房屋的可行性，合情
合理，是切實回應到增加土地供應的迫切性。

開發郊野公園涉及保育問題，本港社會環保意識日
益提升，難免引起爭議。有立法會議員已立即指責，
政府探討開發郊野公園可行性的決定「不受市民歡
迎」、「草率倉促」。面對現今環境，政府、房協更
要充分預計開發郊野公園土地建屋可能遇到的挑戰，
研究必須更全面深入，為支持開發提供充足扎實、具
有充分說服力的理據，必須讓市民明白，任由土地荒
廢並不是保育，政府將依法、科學、系統地保育具價
值的生態土地，同時善用郊野公園邊陲保育價值較低
的土地，增加土地供應，改善房屋問題，保證開發和
保育兼顧，不會對郊野公園、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唯
有如此，才能消除社會疑慮、爭取市民支持，才能避
免遭受以環保為名的各種狙擊，防範開發郊野公園土
地建屋被政治化而胎死腹中。

提供充分理據 讓市民接受郊野公園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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