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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今年夏季流感情況嚴峻，公立醫
院急症室天天逼爆。上周五晚，
更有一名兩歲女童因流感引發腦
病變及休克留醫 4 天後不治。醫
管局消息指，過去十多天，公立
醫院每天持續逾 1,000 名病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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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流感殺到 公院急症逼爆
特首促醫局出招應對 政府全面配合解資源問題

急症室進入內科病房，所有醫院
急症室都有同等壓力，其中較為
嚴重的包括屯門醫院、威爾斯親
王醫院等。局方已全面啟動冬季
流感應變措施，包括增加病床、

冬季流感高峰期時疫苗接種覆蓋率不
錯，但到夏季疫苗效用已減退。

前線染病請假
情況更見嚴峻

陳肇始：持續多久難料
她補充，現時較難估計夏季流感高峰

向取消休假回醫院加班或兼職返 期持續多久及何時結束，市民若想現時
工的醫護人員提供津貼等。醫院 注射疫苗也可以，但一般接種疫苗都在
延後部分非緊急服務，包括內視
鏡檢查、門診、非緊急手術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與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巡視伊利沙伯醫

院急症室。林鄭月娥隨後會見傳媒表
示，今年流感較嚴重，入院人數增加，
對醫院構成重大壓力。她要求醫管局盡
快制定方案應對，強調若有資源問題，
政府一定全面配合，但若有錢也請不到
醫生，便較難解決。她希望醫管局在增
加資源、盡量聘請人手的基礎上，尋找
其他方法於短期內紓緩情況。
陳肇始表示，局方已觀察到夏季流感
高峰期非常厲害，會密切留意。她指，

冬季，現時夏季剩下的疫苗未必很多，
希望市民注重健康及衛生。

醫局：疫苗效力漸退
醫管局代理行政總裁張偉麟表示，過
去兩周流感狀況異常，一般流感高峰期
為期兩三天便回落，醫管局完全可應
對，但今次高峰期已持續十多天，令病
房壓力激增，許多長者因流感出現併發
症、肺炎、發燒等症狀需入院照顧。張
偉麟指，去年冬季積極推廣疫苗接種計
劃，但疫苗效力慢慢減退，加上現時流
行的甲型 H3 流感病毒較易引發肺炎等
併發症，令疫情嚴峻。
被問及有 3 名急症室醫生染病休
假，張偉麟補充，昨日伊院所有急症

■林鄭月娥與陳肇始巡視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
室醫生都有上班，當中個別同事請病
假休息，不會影響服務，醫護人員患
病情況亦無超出異常。他又說，局方
會積極聘請兼職醫護人員，紓緩前線
壓 力 。 今 年 將 整 體 招 募 逾 300 名 醫
生，現時已有逾 100 位新畢業醫生加
入 醫 管 局 。 8 月 至 9 月 約 有 1,000 至
2,000 名新畢業護士加入。

逼爆「唔關加價事」
被問及公院逼爆是否代表急症室加價
無效，張偉麟回應：「今次逼爆唔關加
價事，有病都係要睇醫生。」
他補充，加價旨在減少第四類和第五
類非緊急病人，加價初期相關病人人數
下跌約 7%，相信長遠加價有幫助。

逾三成曾於港鐵遇色狼
調查結果顯示，女性受訪者中，當中
逾三成表示曾在港鐵內被非禮或企圖非
禮，但 90%未有報警求助，主要因為近
57.7%指難以舉證；其次包括怕尷尬、怕
事；甚至有 1.9%的女性認為無所謂。另
有 46 名男性指，曾在港鐵被非禮或企圖
非禮。
調查並顯示，近八成受訪女性贊成增
設女性專用車廂，認為能有效避免非禮
事件。同時，近八成受訪男性認同增設
女性專用車廂有助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表
示，調查數據反映女性在港鐵被非禮情

■陳茂波回到母校天主教培聖中學，為師弟師妹打氣。

■民建聯爭取港鐵設置女性專用車廂。左起：顏汶羽、鄭泳舜、葛珮帆、植潔鈴、林
心廉。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 攝
況不罕見，尤其在繁忙時段，但大部分
受害者選擇啞忍，以致舉報數字未能反
映實況。因此，她呼籲乘客一旦被非
禮，應立刻舉報。

葛珮帆：屢爭取設女性專用車廂
她並表示，過去曾多次向港鐵爭取設
女性專用車廂，但港鐵未有積極回應。
她稍後將約見港鐵主席馬時亨及管理
層，再次表達訴求。

鄭泳舜倡首節及最尾一卡試行
民建聯副秘書長鄭泳舜建議，港鐵應

港首位通渠女工不怕「小強」

仿效已設置女性專用車廂的地區，並於
繁忙時段在首節及最尾一卡試行；又促
請港鐵加裝閉路電視，以及要求警方加
強便衣人員巡邏，以減低非禮罪行發生
機會。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委員植潔鈴指
出，她曾在地鐵被「鬆踭」觸碰胸部，
認為港鐵非禮情況不罕見。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心廉
提醒市民，如懷疑被非禮，應立刻大聲
喝止或呼叫，並向附近乘客和警察求
助。市民亦應時刻保持警覺，留意四周
環境。

得可以一試，為自己好好爭取。
同事及上司非常鼓勵她考試。與秋姐
同隊的通渠工長韓日強指，「工作最重
要用心」，讚秋姐用功、肯學肯問，最
重要是「不怕蝕底」，不介意多做額外
工作，認為她有能力，十分支持她考
試。他續說，不會給秋姐「女性特
權」，無論是暴雨警告訊號、8 號風球
等，秋姐都要與其他同事一樣輪班工
作。秋姐指，平時不少市民表達感謝，
甚至會送水慰勞。

難忘紅雨通渠 司機畀Like

■秋姐從二十多位男性中突圍而出，成為唯一女性通渠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子晴）
「同事都當我男人」，通渠工作不再是
男性專利，58 歲的朱運秋（秋姐）在渠
務署工作 19 年，去年 3 月從二級工人晉
升為通渠工人，是渠務署自 1989 年成立
以來首位、亦是唯一一位女性通渠工
人。「我的工作十分有特色，是獨一無
二的，更可以為香港市民服務，市民亦
會感謝我們，帶給我很大滿足感。」
從二級工人當上通渠工人，秋姐需要

昔求學如打「丙組」 財爺靠努力「爆冷」

搭港鐵遭非禮 九成港女不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港
鐵繁忙時段經常人多擠迫，令色狼有機
可乘。警方數據顯示，今年首季，港鐵
共發生 23 宗非禮案件，而去年全年共有
149 宗，較前年急增 21.1%。民建聯調查
發現，逾三成受訪女性表示， 曾在港鐵
內被非禮，但當中 90%未有報警，主要
原因是舉證困難、怕尷尬及怕事。民建
聯促請港鐵繁忙時段預留女性專用車
廂，並加快落實全線列車加裝閉路電視
等，以減低非禮罪行發生。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為了解港鐵性
騷擾情況，以及市民對港鐵增設女性專
用車廂意見，6月26日至7月12日以網上
問卷展開調查。共有 898 名 12 歲以上的
市民受訪，包括 591 名女性；男性則有
30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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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面對夏季流感肆虐，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認為，病床爆滿因醫管局
出現管理問題。「醫院不夠床位，並非不夠人手般
簡單」，不同意把責任推卸給前線醫護人員。他建
議公立醫院加快騰空病床，包括復康科或其他部門
幫助接收病人。
他反問：「冬天不夠床就是冬季流感高峰期，現
在夏天也說是流感高峰期，即是一年四季都有高峰
期？」
前線醫生聯盟副主席蕭旭亮指，現時情況嚴峻，
無論急症室還是內科病房，使用率都非常高。他續
指，有部分醫護人員患上呼吸道感染疾病，近日有
較多醫護人員告病假。
蕭旭亮認為，現時醫院情況並非聘請醫生所能解
決。他以聯合醫院為例，指聯合醫院沒有足夠病床
和空間增加服務流量，面對的是硬件問題，並非增
聘醫生就能紓緩。他建議政府加強公私合營運作，
增加星期六和星期日的醫療服務。

通過公務員公開考試，內容包括道路安
全、通渠知識等，秋姐從二十多位男性
中突圍而出。

無女性特權 打風照開工
她指，任職二級工人時都有在旁協助
通渠隊通渠，因此都會了解到相關知
識。秋姐續說，起初自己並沒有想過要
考上通渠工人，認為職位應由性投考，
但眼見其他男性同事陸續退休，令她覺

她最難忘的是上月中紅色暴雨通渠經
歷，當日大潭水浸，馬路上的車不能行
走，秋姐所屬通渠隊出動，清走因大雨
而沖落水渠的沙泥及垃圾，讓雨水排
走。她指，道路疏通後，不少司機表示
感謝，豎起大拇指「給 Like」。
家人起初反對秋姐當通渠工人，認為
日曬雨淋對女性太辛苦，但秋姐指，自
己多年來在渠務署工作，已經習慣這種
工作模式，當上通渠工人後亦覺得自己
「終於做到」，參與程度更高，愈做愈
開心，家人看見秋姐每日回家都「笑笑
口」，均改變態度，幫忙分擔家務，用
實際行動支持秋姐。
對於是否支持其他女性加入通渠行
列，秋姐指，最重要是要有服務市民的
信心，這份工一定辛苦，而且環境惡
劣，不單要面對污水異味，更可能開渠
蓋後有曱甴（小強）老鼠走出來。不
過，她強調：「這份工作是獨一無二
的。」

中學文憑
試剛於上周
三放榜，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撰文憶述當年在學時，
有如在「丙組隊」努力作賽，最終「爆
冷」踢出好成績，寄語年輕人把握機
會，不應輕言放棄，只要努力堅持，定
能為人生譜寫最燦爛的新篇章。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示，放榜前
夕回到母校天主教培聖中學，為師弟
師妹打氣，見到同學充滿朝氣、又帶
一點羞澀，就像數十年前的自己。他
回想起當年自己與同學在球場上打
波、在課室一起溫習，爭取考大學的
青葱歲月。
他憶述，當時培聖仍在九龍塘牛津
道舊址，自己和大部分同學均出身自基
層家庭。考大學那年，家中地方狹窄，
圖書館位置難找，自己和幾位同學常常
相約在晚上偷偷回學校溫習，其後更索
性在校留宿。幸好老師知道他們操行一
向良好，也就體恤他們，「隻眼開、隻
眼閉」，並未阻止。
陳茂波續說，他們的努力和心血最
終沒有白費，包括自己在內，當屆 20
多人考進中文大學，也有不少同學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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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圖片

地升學，成績令人鼓舞。他形容：「頗
有點『丙組隊』努力作賽，最終『爆
冷』踢出好成績的味道。」
他表示，當日分享中，喜見師弟師
妹思考籌劃前程及努力裝備自己，為前
面的考驗作好準備，但因社會競爭愈來
愈激烈，同學難免對前景感到焦慮，擔
心上流空間不足。

升學就業選擇多 港青勿退縮
不過，陳茂波相信，現時一代年輕
人資質和創意都遠勝自己一代，升學及
就業選擇更豐富，把握不同機會，積極
籌劃和努力，始終是成功不二法門。他
強調，只要有志氣、保持信心，面對困
難不退縮，努力不懈向理想奮進，將來
必能有好成績。
最後，他表示，回首過去，明白每
個挑戰都只是人生旅途中眾多章節的一
章，正如文憑試只是漫漫人生路上一個
關口，不足以代表日後發展和成就。只
要凡事以正面角度出發，在每次挫折中
找到學習點和進步動力，當跨過這些難
關和挫折後，就會成為一個更全面、更
堅強、更謙卑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蓮塘口岸鄰地 擬拓科學園工業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發展局局
長黃偉綸表示，香港特區首個「人車直達」
陸路口岸──蓮塘/香園圍口岸，預計明年底
落成，屆時口岸每天可處理 3 萬人次旅客及
1.78 萬架次車輛。他又指，政府已於口岸以
南選定一幅約 56 公頃用地發展科學園及工業
邨，顧問公司正進行前期研究，預計今年下
半年完成報告。

黃偉綸：可坐私家車過境
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回歸至
今，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陸續落成啟用，其中
蓮塘/香園圍口岸預計明年底落成。口岸旅檢
大樓底下兩層，除了有公共運輸交匯處外，
還加設私家車上落客停車處及公眾停車場。
屆時，旅客可用私家車或連接口岸的行人隧
道直達旅檢大樓過境，非常方便。
他表示，項目自2013年4月開展以來，工程
團隊和承建商一直全速施工，包括貫通粉嶺公
路與蓮塘/香園圍新口岸之間的連接路多個路
段，以及口岸旅檢大樓等。至今年3月，已成
功貫通龍山隧道南行線鑽挖段，而長山隧道本
月已舉行貫通典禮，標誌着工程踏進新里程。
黃偉綸坦言，任何基建工程都會遇到困難
和挑戰，因此早在設計階段已考慮對社會及

環境的影響，包括盡量減少徵收私人土地，
並避免連接路走線進入郊野公園及林地等保
育範圍。因此，連接路其中有5.7公里，以隧
道形式在龍山及長山下通過，就是工程人員
經過細心評估後的安排。
他介紹，龍山隧道是一條「雙程雙線」分
隔的主幹道，連接沙頭角交匯處及粉嶺公路
交匯處，全長4.8公里，是全港最長陸路行車
隧道，落成後將可大幅改善北區交通。現時
車輛由粉嶺九龍坑駛往沙頭角萊洞及香園
圍，平均需時約15分鐘至30分鐘，將來經連
接路駛往上述地點，分別只需約4分鐘至8分
鐘，耗時大減。
黃偉綸透露，政府已於口岸以南選定一幅
約 56 公頃用地，發展科學園及工業邨。有關
規劃既可發揮邊境位置發展潛力，促進新界
北經濟發展，亦可在區內增加就業機會，改
善全港就業機會分佈不均情況。

預計下半年完成報告
香港科技園公司已委聘顧問公司進行前期研
究，探討發展此幅土地作科學園及工業邨可行
性，預計今年下半年完成報告。之後會根據研
究結果考慮項目未來路向，包括項目詳細設
計、建築成本、時間表、業界諮詢事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