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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不斷發生的基因突

變和基因洗牌會產生新流感病毒，為全球人類帶來健

康威脅。港大醫學院成功研發可以檢測新發流感病毒

會否感染人類的呼吸道類器官，方便醫學界密切監察

有機會引致大規模流感爆發的病毒，有關技術已經申

請美國專利，並獲今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國國家科

學院的院刊》重點報道。

75%新發病原體都是來自動物，當中大部分俱來
自蝙蝠及野鳥，病毒可再透過
家禽及果子狸等動物經農場和
屠宰場等傳染人類，甚至引發
大規模爆發。港大微生物學系
教授袁國勇昨日表示，全球現
時最少有170種流感病毒，曾
經感染人類的雖然不多，但認
為醫學界不能忽視其他未曾感
染人類的病毒潛在風險，因為
很少感染人類的普通的豬流感
病毒H1N1在2009年亦曾出現
突變，在全球大規模爆發。
港大醫學院與荷蘭Hubrecht

研究院花約兩年時間，成功以
肺癌病人身上切除的肺部組織
取得的成體幹細胞培養出三維
生長的呼吸道類器官，經研究
團隊的誘導分化後，成熟的呼
吸道類器官可以模擬人類吸道
上皮組織細胞的組成，生成蛋
白酶和進行纖毛運動。

袁國勇︰預計病毒感染性
袁國勇指出，三維呼吸道類

器官可進一步發展成為可在半
透膜上生長的二維類器官，讓
科學家直接在類器官上皮細胞
的頂端進行病毒感染，模擬病

毒在自然情況下感染人類呼吸
道的方式，令醫學界得知病毒
的感染能力，預計新發流感病
毒對人類的感染性，及早對可
以對人類健康構成風險的病毒
進行監察。
新技術是醫學界一項重大突

破。袁國勇指出，新研發的類
器官更能自我更新及自我組
織，研究團隊於一年多前從4
名病人身上分別抽取的成體幹
細胞至今仍然存活，研究人員
可持續利用有關細胞不斷培養
呼吸道類器官測計不同的病
毒。
他續說，醫學界過往只能利

用腫瘤細胞、老鼠及猴子等研究
流感模型，但不論是腫瘤細胞
抑或老鼠都不能代表人類的呼
吸道上皮，至於用猴子進行實
驗雖然成效較好，但香港欠缺
相關實驗室，其成本亦較貴。
另外，亦有人曾經利用人類

吸道細胞或正常肺組織進行研
究，但相關做法亦有不同缺
點。袁國勇指人類吸道細胞不
能增生，來源有限，正常肺組
織則容易壞死，一般不能存活
逾兩日，且不同人的基因不
同，亦會影響研究結果。

港大製「類器官」測流感威力
以肺癌病人肺組織培養 助監察新發病毒會否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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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劉以鬯會長
驚悉劉以鬯先生於六月八日仙逝，不勝痛扼！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謹致

以深切的悼念。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書記錢小芊特委託外聯部港澳台主任張濤來電，
稍後鐵凝主席也親自發來唁電致以悼念，並向劉先生家屬致以慰問！

劉先生是香港文壇泰斗，著作等身，是香港文壇地標性的人物。他是香港作家中，最
早引入意識流的作家，他的作品如《酒徒》、《對倒》、《打錯了》、《蜘蛛精》等，咸
認為是文學經典。他的作品為著名導演王家衛改編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

劉先生和曾敏之先生等是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的發起人和創辦人，他當
了香港作家聯會六屆會長。劉先生現任香港作家聯會榮譽主席、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
劉先生對香港文學貢獻良多，他為了繁榮香港文學創作，主編香港報刊的文學園地，於三
十多年前創辦了《香港文學》。

劉先生享齡九十九歲，福壽全歸，劉先生雖然羽化而去，他將長存於香港讀者和華人
讀者心中，名垂不朽！

香港作家聯會
世界華文文學聯會 敬輓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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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正進行重建，有近
60年歷史的香港大學病理學樓
亦即將拆卸，在該大樓工作了
31年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
勇昨日首度帶傳媒參觀大樓內
曾經研究沙士病毒的第三級實
驗室，他形容有很多重要事情

都曾經在該實驗室發生。

防病毒外洩 禁帶走物件
病理學樓內的第三級實驗室是瑪

麗醫院內的神秘禁區，過往從未開
放，袁國勇指該實驗室存放了不同
細菌和病毒，研究人員不單需要輸
入密碼，還要拍卡才能進入，亦不
能將任何物件帶出實驗室，以免將
細菌或病毒帶走，「連筆記簿也不
能帶，只可以用電腦將記錄發到外
面。」
該實驗室更曾經是研究沙士病毒

的地方，袁國勇指自己當年是港大
微生物學系系主任，責任十分重
大，經常因為擔心有同事感染沙
士，或病會被帶出實驗室而發惡
夢。該實驗室內現時亦放有關公
像，袁國勇解釋指出，因研究病毒
的工作有一定危險，所以有同事在
實驗室內放關公像保平安。
實驗室將於下星期搬到醫院內另

一棟大樓，袁國勇被問及有否對工
作多年的大樓將會拆卸感到不捨時
說：「所有東西都會變舊，所有東
西都會變老。」
他指新實驗室的設備會更先進，

更形容新工作地點為「新玩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面
－
臨
－
拆
－
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5年4月本港發生一
宗15歲女童墮樓事件，有傳媒報道指涉事女童及其胞
妹在港出生，但其父母卻一直未有替她們辦理出生登
記，申訴專員公署其後就事件展開調查。申訴專員劉
燕卿昨日表示，公署已完成調查，批評入境處跟進逾
期未辦理出生登記個案軟弱無力，情況極度差劣。公
署提出4項改善建議：包括與醫院積極探討解決呈報
表上住址欠全的問題及加強公眾教育等。入境處表
示，接納公署全部建議，並已落實部分建議。

查無證女童墮斃 揭機制待改善
公署調查發現，女童墮樓事件發生前，入境處對逾

期未辦理出生登記個案的跟進，只流於機械式地寄通
知書提醒有關父母，更遑論提出檢控，慘劇發生後推
出的新跟進機制仍有進一步改善空間，特別是有關個
案大多涉及複雜的家庭問題，該處應盡快介入。調查
報告已上載申訴專員公署網頁www.ombudsman.hk，
供公眾參閱。
入境處回應表示，接受申訴專員公署的建議，並會

作出積極跟進，努力優化和完善處理出生登記的跟進
機制，同時會加強宣傳，使父母知悉為子女辦理出生

登記的法律責任及後果，以免父母因逾期辦理有關手
續而損害其子女的醫療、教育和福利等相關權益。
入境處指出，已於2015年5月27日推出新的跟進機

制，除向有關父母寄出備忘通知以提醒他們應盡快為
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外，亦會尋求其他途徑積極嘗試聯
絡嬰兒的父母。
入境處亦會在嬰兒出生9個月後仍未辦理出生登記

時，將有關父母的資料放進電腦系統內，當他們使用
該處的服務時，處理職員便會詢問他們的聯絡地址及
電話等，然後轉告出生登記處，以便作進一步跟進。

專責小組已處理逾600宗個案
入境處並指，已與社會福利署、教育局及警方建立

聯絡機制，並會就特殊或可疑個案聯絡有關部門，以
跟進相關個案。為使新跟進機制更為妥善，該處亦於
今年2月26日起成立了一個專責工作小組，以跟進出
生42天後仍未辦理出生登記的個案。自工作小組成立
至5月31日，共處理611宗出生逾43日仍未辦理登記
的個案，當中501宗已完成出生登記，另外3宗證實為
夭折個案，餘下107宗未登記個案中，96宗已成功與
父母聯絡，11宗仍在嘗試與父母聯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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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市民入住新建公共租住房屋屋邨
的困難、貧困社區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及家庭議會的工
作。有議員質疑，屋邨入伙時間與社福服務啟用時間不配
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回應指出，政府設有「社區
投資共享基金」為新落成屋邨居民提供服務，日後亦會主
動邀請社福機構申請項目，惟現時土地不足。他續說，會
尋求方法增加各部門與社署的協調，確保新屋邨落成時能
提供社福服務。

羅致光︰「共享基金」助適應
羅致光表示，設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是希望能夠幫

助新入住公屋的居民適應，歡迎各機構申請。他續說，社
會非常缺少恒常化受資助的單位，例如康復、安老服務，
因此會優先處理受資助的政府機構。
家庭議會主席石丹理亦於會議上匯報過去兩年的工作成

果，指家庭議會工作包括3大範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會
向政策局和部門的相關政策對家庭造成的影響提供意見，
及透過舉辦不同項目與活動提倡重視家庭及以家庭為核心
促進社會和諧，加強市民對家庭事宜的認識。
有議員關注議會有否計劃推動家庭友善政策作研究。石

丹理指出，家庭議會過去曾討論與工時有關的家庭友善政
策，但未有取得任何結論，他同意議會可以更積極在家庭
友善政策方面多做功夫，平衡員工的工作與家庭生活。
他續說，議會透過前中央政策組訂立一套評估清單，用

以評估各項公共政策對家庭的影響，試行期間反應良好，
政府已採用經修訂的清單，而清單會不斷優化。他表示，
議會會進行香港離婚狀況進行研究，包括離婚率及贍養費
等問題，預料研究需時18個月，約於明年底完成。

馬會招見習學員 料500人爭25額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

蓉）每年一度的馬會「賽事見習
學員」招募計劃已由本月1日起開
始，下月13日截止報名，為不少
青少年及即將文憑放榜的學生提
供多一條路向選擇。馬會表示，
過去的招募反應均不錯，估計約
有500人申請投考25個見習學員
名額。
馬會見習騎師學校校長陳念慈

表示，只要年滿15歲和完成中三
課程、做事專注及有毅力、對體
育運動有興趣，有志加入賽馬行
業的年輕人都能申請參加。她續
說，見習學員沒有身高限制，若
有志成為見習騎師，體重要求約
為103磅，策騎員則約115磅，
「策騎員需受訓大約3年，見習騎
師則要大約7年時間。」

9個月課程 定發展路向
馬會表示，每年會在約500名申

請者當中，挑選200人參與面試，
然後再選出50人參與在廣州黃村
的體驗營，讓申請者體驗4天見習
學員的工作模式與日程，之後會

再根據參加者在體驗營測試和面
試表現及適應情況，選出25名見
習學員。他們會接受為期9個月的
基礎課程，在廣州黃村進行訓
練，並根據學員的能力和興趣，
再決定學員的發展路向。學員除
了可以有機會成為騎士和策騎師
外，還可以成為馬會管理人員。
賽事見習學員王俊暉（Jeffery）

表示，他曾於2014年因體能測試
未能達標不獲錄取，但由於他熱
愛策騎和與動物相處，於是不斷
訓練體能，並於2016年再次投考
此計劃並獲取錄。他表示，對能
夠參加計劃感到自豪，因與身邊
同學相比更早起步，能夠早出來
工作，亦讓他變得更有毅力。
現年24歲的見習騎師黃俊曾是

香港青年單車隊成員，今年3月底
出道至今，已在港勝出 11場頭
馬。他透露，曾有不如意的時
候，如在澳洲受訓時曾半年無法
贏得比賽，但幸得家人支持和與
練馬師傾訴，最後他都選擇堅
持。他鼓勵參加者堅持目標，並
要持之以恒。

▼他們會接受為期9個月的
基礎課程，圖為學員幫馬匹
梳毛。

◀根據學員的能力和興
趣，有機會成為騎士和策
騎師，圖為學員騎馬練
習，馬匹進行熱身運動。

■實驗室內放有關公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袁國勇向傳媒介紹曾經研究沙士病毒的神秘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港大研究團隊成功建立可預測新發流感病毒感染性的呼吸道類器官。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