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馬苑居民簡女士：
我 也 曾

到獅子山公
園的燒烤場
燒烤，那兒
的確很多
蚊，停留一
陣子便會被
蚊叮，現時出現登革熱本地感染個案也
有些擔心，但也沒辦法。帶小孩外出時
會更留意，並做好預防工作，例如噴蚊
怕水。我認為屋苑內比較少蚊，管理公
司亦時常進行清潔及清理雜物的工作。

攜童外出 更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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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多名確診
本地感染登革熱
的病人均曾前往

獅子山公園，該處很大機會為其中
一個主要感染源頭。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前日傍晚宣佈，將公園暫時關
閉一個月，進行全面滅蚊及清潔工
作。部分市民未有因登革熱影響興
致，昨日早上如常在附近範圍晨
運、跑步或遛狗，亦有行山人士繼
續於附近的行山徑登山。

遊園「摸門釘」改附近消遣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早上在現場

所見，獅子山公園的大閘外貼出公
告，提醒市民公園暫時封閉，不時
有康文署、食環署及水務署職員進
出，有工作人員進行霧化處理滅
蚊，亦有人員在公園附近的山坡除
草。有水務署轄下承辦商到場視
察，發現園外一帶部分坑渠蓋的坑
洞有積水現象，有需要修補。
有附近居民昨日「摸門釘」，亦有

不少市民雖然知悉封園，仍如常到附
近一帶消遣。與友人結伴行山的陳女
士接受訪問時表示，每天早上也會由
大圍火車站出發，走過紅梅谷到達獅
子山公園，並在公園內稍作休息及清
潔，但由於昨日開始封園，只好兜路
從旁邊的行山徑下山。她直言，封園
為她帶來不便，因為行山徑的路面上
有些青苔，雨後會變濕滑。
她指，留意到獅子山公園為主要

感染源頭之一，但不擔心感染登革
熱，「沒有想過不來行山，只要一
直走動便不會被蚊叮。」
她表示，昨日的裝束與平日一

致，穿上淺色的手袖防蚊蟲，但沒
有特別噴上蚊怕水或貼蚊貼。

住在附近翠竹花園的陳先生指，每
逢周末亦會到獅子山公園跑步，夏天
每一次也會被蚊叮2、3次，「平時被
蚊叮沒什麼所謂，但現時有登革熱，
一定會有所警惕。」不過，昨日他特
意噴了蚊怕水，以防萬一。

他指，由於獅子山公園昨日關閉，
只能在外圍的馬路上跑步，車輛不時
在身邊擦身而過，並有一些廢氣排
放，故認為封園有少許不便。

遛狗不能停惟多噴蚊怕水
同是翠竹花園居民、另一位陳先

生表示，平日也會到獅子山公園遛
狗。他坦言，公園內蚊患問題的確
頗為嚴重，有時候停下來為狗狗梳
毛，會立刻被蚊子纏繞。他知悉獅
子山公園疑是登革熱的源頭後，
「也有少許擔心。」

他指，由於習慣了每天遛狗，所
以亦會如常到訪，但會做多一些防
蚊措施，例如噴蚊怕水，一旦登革
熱的個案再增加，他亦不排除放棄
此路線，改到竹園邨遛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天宏苑居民鄧女士：
雖 然 我

比較少到獅
子山公園，
但屋苑距離
公園不遠，
所以都希望
有關部門保持屋苑的環境衛生。我認為
加緊清理水渠很重要，有些沙石會積存
在渠口，導致淤塞，現時的清理密度仍
未足夠。我閒時喜歡到樓下坐椅消遣，
和鄰里談談天，見到有不少會吸血的小
蚊滋，反而成蚊則較少見，如果天氣炎
熱或下雨後才會較多。

屋苑近山 防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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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馬苑居民劉婆婆：
我 從 新

聞報道知
悉，多宗登
革熱本地感
染患者亦曾
到過獅子山
公園，但自
己已經九十
多歲高齡，甚少到那兒行山，而屋苑雖
然距離公園頗近，但相信清潔公司的工
作足夠，平日在附近休息乘涼也很少被
蚊叮，所以整體來說不太擔心。據我所
知，翠竹花園比較多樹木，故蚊蟲亦比
較多。

甚少行山 不太擔心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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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山公園關獅子山公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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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防護衣物穿防護衣物，，向草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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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習慣每日到獅子山公園
遛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香港近日
接二連三出現多宗本地登革熱個案，其中位
於黃大仙區的獅子山公園相信是感染源頭之
一。有區議員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獅子山公園內的配水庫用地因為涉及水源問
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未能進行防蚊及滅蚊
工作，令人對該處的防蚊措施成效存疑。

事關水源 不敢入內滅蚊
獅子山公園內的棒球場及射箭場，是獅

子山高地食水主配水庫及獅子山低地食水
主配水庫的上蓋用地，水務署以善用土地
空間的原則，批予康文署作康樂用途。
民建聯區議員黎榮浩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透露，曾有康文署人員向他
表示，該處並不屬於他們管轄範圍，因為
涉及水源問題，較為敏感，「事實上，其
他部門都不敢入內（進行滅蚊工作）。」
他續說，食物環境衛生署、康文署等部

門會列席區議會的會議，釋除區議員的疑
慮，但由於水務署從沒有向區議會匯報相
關工作，透明度不足，「從我們了解，很
難得知他們（水務署）有沒有做足防蚊及
滅蚊措施。如果有，理應增加透明度。」

欠缺統籌 多部門「扯皮」
民建聯九龍東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指，同

樣情況亦適用於不少配水庫上蓋用地，例

如藍田配水庫遊樂場、油塘配水庫遊樂場
等。他批評，不少公用地方涉及不同部
門，但就欠缺統籌及協調，甚至出現混淆
及各自為政的問題，同一問題要問不同部
門，這種情況不應該出現。
他認為，現時相關工作的透明度不高，監

察機制欠奉，令環境衛生問題為人詬病。食
環署必須認真應對問題，以及考慮設立成效
指標。他將會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中再
作跟進。
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目前最大問題是

政府部門以地權分配工作範疇，曾試過一條
天橋要分別聯絡3個部門跟進。他認為，食
環署應該有方法協調所有政府部門，擔當好

統籌的角色，以治理好環境衛生。

水署答覆 做到定期防蚊
水務署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該

署人員和合約承辦商定期在獅子山公園配
水庫周邊的水務設施及施工地盤進行防蚊
工作，主要是斜坡，相關工作包括除草、
清理雜物、防止積水等，並會按需要增加
有關工作的頻次，又指該署一直有與食環
署及各相關部門協調防治蚊患工作。

公園配水庫成滅蚊「禁地」
■ 水務署
職員查看路
面 積 水 情
況。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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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彝 攝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4宗新增的本地
登革熱個案，分別為2男2女，年齡

介乎55歲至69歲，其中1男1女在獅子山
公園工作，並曾在公園被蚊叮。4人情況
穩定，其家居接觸者至今沒有出現病徵，
正接受醫學監察。

一男一女患者在公園工作
中心表示，首宗個案涉及一名居於青衣翠

怡花園、有長期病患的55歲男病人，他於獅
子山公園工作，曾在公園被蚊叮，8月10日
起出現發燒、頭痛、咳嗽及肌肉痛等病徵，
曾到青衣市區普通科門診求醫，毋須入院。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63歲女病人，她居

於黃大仙竹園（南）邨，同樣長期病患，
並在獅子山公園工作和被蚊叮，於8月12
日起出現喉嚨痛、疲倦及下肢出現皮疹等
病徵，中心已建議該病人求醫。中心表
示，兩人情況一直穩定，血液樣本經檢驗
後，證實對登革熱病毒呈陽性反應。
第三宗和第四宗個案，則分別涉及一名

69歲女病人及61歲男病人，兩人同樣有長
期病患，並在潛伏期內經常前往獅子山公
園散步，現時情況穩定，血液樣本經檢驗
後，證實對登革熱病毒呈陽性反應。
其中，69歲女病人自8月14日起出現發

燒、頭痛、肌肉痛、關節痛、四肢出疹、
嘔吐及腹瀉等病徵，8 月17日到伊利沙伯
醫院急症室求醫，昨日入院接受進一步治

療。初步調查顯示，病人居於黃大仙天宏
苑，在潛伏期內經常前往獅子山公園散
步，但未能記起曾否被蚊叮。
居於黃大仙竹園北邨的61歲男病人，曾

在潛伏期內前往獅子山公園散步，並在公
園曾被蚊叮，自8月12日起出現發燒、頭
痛、眼窩後疼痛、關節痛、肌肉痛及皮疹
等病徵，於8月15日到聖母醫院家庭醫學
診所求醫，毋須入院。

封園期間市民應避免前往
中心表示，前日公佈的4宗本地登革熱

個案病人當中，進一步的實驗室化驗顯示
兩宗個案的病毒基因與早前確認的6名病
人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同，一宗個案的病毒
基因則屬高度相近。餘下一宗個案未能為
病毒基因進行排序。
中心並呼籲曾到黃大仙（尤其是獅子山

公園）、葵盛西邨、清水灣第二灣泳灘、
山邊路、浩景臺、晒草灣遊樂場、永耀
街、德朗邨、砵蘭街、上海街及翠怡花園
一帶並出現登革熱病徵的人士，應致電衛
生防護中心熱線（2125 1122）安排化驗調
查或轉介作適當跟進。
由於昨日仍有不少市民在公園外圍晨

運，中心表示不建議任何人士在獅子山公
園關閉期間前往該處，以防感染登革熱。
市民如曾前往該處並出現登革熱病徵，應
盡早求醫。

再增 宗登革熱
全曾遊獅山公園

4
本地個案升至15宗 市民須嚴防蚊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爆發登革熱危機。政府昨日開始封

閉獅子山公園，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同日公佈，本港再新增4宗本地登

革熱個案，4宗個案的病人均曾於獅子山公園工作或曾在該處散步。今

年累積的本地個案爆升至15宗，中心呼籲市民時刻注意環境衛生，採

取防蚊和個人保護措施，並避免前往獅子山公園。曾前往獅子山公園的

人士，應在14日內使用驅蟲劑防蚊，以預防二次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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