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和集團開始為已接種新冠疫苗人士抽獎進行登記。圖為市民
在信和廣場的登記櫃位登記抽獎。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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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險入鬼門關 康復者籲速打針
有人肺片有人肺片「「全花全花」」失味覺失味覺 有人肺功能永遠無法回到壯健時有人肺功能永遠無法回到壯健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過去逾一年，香港新冠肺炎疫

情反反覆覆，近日疫情回穩，部分人

因此認為無迫切需要接種疫苗。但一向身

體壯健的65歲康復者阿德，感染後就知病

毒殺傷力驚人，中招後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並一度昏迷數天，半隻腳踏入「鬼門關」的他

指病毒有機會摧毀一個完整家庭；也有康復者染

疫一周肺片幾乎「全花」、喪失味覺，亦有部分病

人的肺功能永遠無法完全恢復。康復者日前現身說法，

提醒市民切勿低估新冠病毒的威力，呼籲公眾盡快接種新冠

疫苗，保護自己及身邊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恆諾）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在香港開展至今超過100天，惟市
民的反應不算踴躍，與建立群體免疫屏障
還有好一段距離。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
總監曾德賢指，以色列、英國及美國的數
據均顯示疫苗可以有效改善疫情，強調單
靠做好個人衞生並不足以長期對抗疫症，
認為市民應及早打針。

年輕患者亦有病重死亡風險
香港至今有210名新冠患者離世，當中

92.9%死者都患有糖尿或高血壓等疾病，而死
者大部分亦屬長者，168人達70歲或以上，
佔總數八成，但曾德賢日前接受訪問時提
醒，非高危人士亦不能忽視新冠病毒的危險
性，指年輕患者亦有病情嚴重和死亡風險。
曾德賢並提到，新冠肺炎康復者體內抗體

水平會隨時間減少，有機會再受感染，美國
一項追蹤9,119名新冠肺炎康復者的研究中
便有63人再受感染，他們再受感染後的症狀

雖然較首次染疫時輕微，除了肺炎程
度較低外，心衰竭和急性腎

損傷的發生率

均較低，但仍然有兩人不治。

港疫情不嚴重 忽略打針必要性
以色列、英國及美國的疫情在大規模
開展疫苗接種後有所改善，反映疫苗可以
有效壓抑疫情，但香港的疫情相對有關地
方不算嚴重，令市民忽略了打針的必要
性。曾德賢指港人過去近一年半在保持個
人衞生方面的表現值得稱讚，但質疑有關
意識是否可以長期保持，「沙士時大家的
意識也好好，但流感等傳染病的傳播在一
段時間後都有所回升，即使在醫院亦一
樣，沙士時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有所減
少，但隨時間過去大家開始鬆懈。」
曾德賢表示，周邊地區的疫情仍然十分

嚴重，香港存在疫情再爆發的風險，認為
市民應盡快接種疫苗，「有些人想打到嚟
先接種，但這會太遲，因為要接種兩劑，
復必泰相距3星期，科興相距1個月，
打完第二針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產生
抗體，到時還可能會有很多人爭相
預約，未必是想打就可以立即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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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文匯報一直促請香港與內地互認
疫苗接種記錄，香港特區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林偉喬昨日在立法會一個
會議上透露，特區政府正研究將

「回港易」平台的功能擴闊至疫苗
接種等記錄，令兩地疫苗接種記錄
互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日在

接受一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有居

於內地的港人反映，兩地的接種記
錄未能互通，港人在內地打針後，
未能將接種記錄載入「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希望兩地政府盡快協
調。

林偉喬昨日在立法會一會議上
表示，特政府正研究將「回港
易」平台的功能擴闊，使兩地疫
苗接種記錄互認互通，「現正與
內地商討，技術層面上並無問
題，但需要有共識，只要日後落
實通關安排時，相信平台可以配
合。」

「回港易」研互通兩地接種記錄

打疫苗抽樓 首日逾45萬人登記

阿德的身體一向十分健康，去年染疫
前已經有約十年未曾看醫生，惟去

年12月身體不適主動接受檢測，結果發現確
診，最終留醫22天才能出院。他憶述當時身
上試過要同時插了多條喉，身體只要稍有移動
亦會十分疼痛，非常辛苦。

憂母失子 妻喪夫 兒女無爸爸
相對肉體上的痛楚，阿德的內心可能更難受，

他在入院後幾日病情一度急速惡化，需要入住深
切治療部近一星期，其間一度昏迷，醫護人員曾
告訴其家人要有心理準備，「媽媽在我入院初期
曾傳來訊息，指自己還需要我照顧，看到後十分
心痛，如果我救唔返，媽媽會無咗個仔、太太會
無咗個丈夫，小朋友會無咗爸爸，新冠肺炎可以
摧毀一個完整家庭！」
60歲的Robert同樣指自己身體一向強壯，從來

沒想過自己會受感染，但去年7月有一日突然感到
頭暈，被送往醫院接受檢查就發現確診。

慘變無味廚師 生不如死
Robert本身任職廚師，十分「為食」，但
新冠病毒卻令他有十多日完全失去胃口，
頓失職業技能的他形容感覺生不如死，

「當時喉嚨十分不適，飲水也會

痛，而且完全失去味覺，食話梅、豆豉鯪魚，或
我平日最愛的回鍋肉也沒有味。」
新冠病毒亦會影響患者的肺功能，Robert入院

後一星期肺片近乎「全花」，他出院時肺部仍然
未能完全康復，長時間行路會有乏力及氣促等問
題，情況在出院後約3個月才有明顯好轉。
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補充，患者

的肺部需較長時間才能完全康復，實際所需時間
要視乎病人肺部受損情況，亦有部分病人的肺功
能永遠不能完全恢復。

康復一年 家人同事仍抱戒心
另外，新冠肺炎亦令Robert飽受歧視，即使他
已經康復近一年，但其部分家人及同事至今仍對
他抱有戒心，「有兩個同事都有受感染，他們現
時返工見到我會問我做咩仲未走；想回家見外
甥孫，家人會叫我不要回來。即使打完針他們
也未必放心，可能覺得曾經染疫的人抵抗力較
差，會擔心你會否再受感染。」
阿德與Robert都已在今年3月至4月間完成

接種新冠疫苗，以防再受感染或傳播病毒，
令其他人要承受他們所面對過的痛苦。他
們並呼籲所有仍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市
民盡快打針，不要輕視染疫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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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文森）為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
苗，信和集團旗下黃廷方慈善基
金及華人置業，聯手推出疫苗抽
獎活動，終極大獎為價值1,080萬
元的觀塘凱滙一個實用面積449
方呎的一房住宅單位。活動昨晨
9時起接受合資格市民於網上登
記，或到10個信和各區商場內的
指定櫃位，由活動大使協助下登
記。香港文匯報實測網上登記系
統，手續簡單方便，只需上傳電
話和身份證號碼，1分鐘內即可
完成，系統未見「大塞車」等問

題。信和表示截至昨晚9時正，
登記人數已有逾45.5萬，抽獎登
記的截止日期則為9月1日下午5
時30分。
參加抽獎的市民，現階段登記只

需提供身份證和手提電話號碼即
可，抽中才需要提供新冠疫苗接種
記錄，但必須在9月1日或之前完
成接種兩劑疫苗，換言之現時未打
針的市民也可「搶先」登記，但要
留意兩劑疫苗接種之間有相隔期，
最遲要在8月11日接種首劑復必泰
疫苗，或最遲8月4日接種首劑科
興疫苗，才趕及9月 1日打齊兩

劑，否則抽中都見財化水。
信和集團發言人表示，將以隨

機形式於9月8日中午12時由電
腦系統抽出得獎者，得獎結果會
同日在抽獎網站公布，並於9月
13日在《英文虎報》及《星島日
報》刊登；並以登記時參加者提
供的流動電話號碼，透過電話及
短訊方式個別通知得獎者。

新地安排近兩百員工公司接種
此外，新鴻基地產昨日為近200

名員工於集團總部灣仔新鴻基中
心免費接種復必泰疫苗，為首間

參與政府外展疫苗接種服務的地
產商，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
炳聯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亦到場視察情況。新地早前已為
員工及其家屬安排注射前檢查，
員工在接種當天及翌日亦可留在
家中休息。
新地早前亦推出千萬元大抽獎，

於7月至8月期間將每日送出92份
豐富獎品，包括iPhone 12一部連
SmarTone 5G計劃，旗下酒店餐
飲券、一田超市禮券、宅度假酒店
住宿套票及The Point積分等，得
獎幸運兒將超過5,700人。

◀新地為近200名員工於集團總部灣仔新鴻基中心免費接種復必
泰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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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接種新冠疫苗的
劑量突破300萬。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截至昨晚8時的
過去24小時，共有約41,400人接種疫苗、約32,700人
預約接種時間，接種劑量累積至300.62萬劑，其中179
萬人至少接種一劑疫苗，佔適齡接種人口的26.3%。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同日透露，「以接種疫苗取代定
期檢測」安排將擴展至更多前線政府僱員。

億八獎賞續推 接種數字升
根據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香港已有逾

179萬人至少接種一劑疫苗，121萬人已完成兩劑接
種。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政府推出的「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運動得到各企業和
機構支持，達1.8億元的獎賞會逐步推出，每天接種或
經網上預約接種疫苗的數字均明顯上升。
她強調，香港在亞洲的接種率僅次於新加坡，但仍要

做得更好，才能令社會有免疫屏障，以便進一步減少相
關的社交距離措施，以及便利人員的往來。事實上，以
色列、歐洲國家和美國部分州份等接種率高的地方，均
開始計劃放寬各方面的措施。

特首：控疫措施將更精準
林鄭月娥坦言，幸運地，本港源頭不明的本地變種病

毒個案並無在社區引起其他感染，而特區政府過往做了
大量跟進工作，是時候考慮接下來應該如何在社交距離
措施和「外防輸入」方面做得更加精準，恢復一些人員
往來。特區政府正研究如何在不會對來港旅客，或者政
府人員帶來很大不便情況之下，為抵港人士抽血驗抗
體。
聶德權其後以「共築屏障 匡濟時艱」為題，向全體

公務員發信，強調公務員是抗疫隊伍中重要的一環，應
透過主動接種疫苗，帶領社會走出疫境。
他說，特區政府自5月底起已為約5.5萬名與市民有

頻繁及密切接觸，或需參與高風險工作的前線政府僱
員實施「以疫苗接種取代定期檢測」安排。鑑於社區
近日再現傳染力較強的變種病毒個案，局方正檢視該
安排的實施情況，並考慮將「以疫苗接種取代定期檢
測」的政策擴展至更多前線政府僱員，例如維持重要
公共服務和與市民有直接接觸的前線政府僱員等。
根據局方規定，由上月底開始，特區政府規定須定
期履行執法、視察及調查職務、與市民有頻繁及密切
接觸的政府人員，或需參與高風險工作的政府僱員，
在打第一劑疫苗並提供疫苗接種記錄後，可獲豁免進
行定期檢測，如因身體狀況不宜打疫苗，或有計劃但
尚未接種的前線人員，必須每兩星期進行一次鼻腔和
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