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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心耳封堵手術防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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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一年一度的香港美酒
佳餚巡禮，下月初在西九龍海濱長廊舉行，屆時會場
將展出五支四米高大型酒樽擺設。旅遊發展局與香港
設計中心合作，邀請著名設計師靳埭強設計酒樽，以
「五嶽行酒令」為主題，融入水墨畫和 「行酒令」，

展示出中國傳統飲酒文化。
靳埭強接受訪問時說，美酒佳餚巡禮是一項國際

遊客參與的活動，故用分布在中國 「東南西北中」的
五嶽，象徵遊客從西面八方匯聚，五個大字則用他自
創的 「水墨畫」風格書法寫成。他透露， 「行酒令」
是他早前在北京購買，剛好能配合 「美酒」主題，來
自五湖四海的遊客以 「行酒令」遊戲鬥酒歡聚。五支
「行酒令」籤，分別刻上 「自西自東」、 「必得其壽

」、 「力不足也」、 「愛其所新」和 「益者三友」的
籤文。

五個酒樽各高四米，即日起至本月三十日在灣仔
皇后大道東The East展出，然後會移至西九會場。
另外為配合美酒佳餚月，設計中心還邀請十位設計師

，為多支高二點五米的巨型酒瓶添上新裝，作品將於
銅鑼灣、赤柱、尖沙咀及旺角作巡迴展出。

旅發局旅遊產品推廣主管黃卓雄表示，今年適逢
香港設計年，飲食亦是一種藝術，希望將兩者拉得更
近。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心房顫動病人中風風險較
一般人高五至七倍，但接近六成高出血風險病人沒服用抗凝
血藥。香港結構性心臟病學會表示，本港引入微創式左心耳
封堵手術，導入直徑兩至三厘米的 「吹波膠」或 「奶嘴」，
堵住容易形成血塊、阻塞血管的左心耳。零九年至今，威爾
斯親王醫院為超過五十名病人進行該手術，預防中風。

心房顫動的病徵，包括頭暈甚至暈倒、胸口痛、全身無
力或缺乏能量、氣促、感受到急速但缺乏規律的心跳。香港
結構性心臟病學會榮譽秘書兼心臟科專科醫生葉維國昨日表
示，本港有約七萬名心房顫動病人，中風風險較一般人高五
至七倍，接近兩成半的缺血性中風個案，是心房顫動所致，
永久性殘疾或死亡率高達七成。

香港結構性心臟病學會副主席、心臟科專科醫生林逸賢
表示，心房顫動患者若用華法林等抗凝血藥，能降低六至七
成的中風風險，但卻有接近六成高出血風險病人沒服用抗凝
血藥，加上六十五歲以上、患高血壓、酗酒、曾經出血、服
薄血藥、肝腎功能較差的患者，即使服用抗凝血藥仍有出血
風險，故採用最新引進的微創左心耳封堵手術，是預防的較
佳方法。

他續說，約九成心房顫動引起的中風個案，是由於左心
耳形成血塊所致；左心耳位於左心房，只得手指般大小，容
易讓血液滯留形成血塊，一旦血塊脫落，隨血液流到腦部，
便會阻塞血管導致中風。

本港在零九年引入左心耳封堵手術，手術可在四十五分
鐘至一小時內完成，所有病人手術後均不需再服抗凝血藥。

【本報訊】記者王欣、陳錦輝報道：長遠房屋策
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和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昨出
席一公開論壇時，同建議當局把更多工業大廈改為
「合法劏房」，作為臨時措施解決單身人士或小家庭

的居住問題。另蔡涯棉又建議取消啟德發展區的多用
途體育城的規劃，將地皮撥建更多住宅單位。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在一個以房屋為題的
論壇上表示，政府一直以來十分關心住籠屋、劏房和
板間房的市民，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認為處理
「劏房」要分急重輕緩，有部分人所住的 「劏房」條

件不太差，安全、衛生也可以接受，不一定先去處理
，但一些住戶的條件卻十分之差，則有需要優先處
理。

邱續指，政府曾考慮參考九七年前設立 「安置區
」的辦法，但能否讓同社區人士接受也十分重要，不
能只跟隨政府自己的意願。此外，政府早前曾考慮將
柴灣一間工業大廈改造成一人單位的住宅，其靈活變
通性值得考慮，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展開，但前提是被
選擇作改建的工廈與周圍環境的配套必須合適。

急市民所急 制中策短策
出席同一場合的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直接建議把

工廈變成 「合法劏房」。他說，若當局對現時 「劏房
」人士實施 「零容忍」，趕絕他們，是不公平做法。
因為 「劏房」涉及幾萬人的居住問題，故他建議容許
工業大廈改造成正規的劏房： 「整靚啲、又合法，安

全度高，可以解決臨時問題。」
施續謂，將改造工廈的工程開放給商界，更可達

到 「百花齊放」的效果，比完全由政府去實施來得更
快。他又說： 「改造工廈作 『合法劏房』好過設立
『安置區』，比以前進步，就已經很好。」

論壇的另一嘉賓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
涯棉亦認同改建工廈的建議，但強調這只是臨時措施
， 「長遠來說香港不可以有劏房」。

談到香港長時間面對房屋這個 「老大難」問題，
蔡涯棉表示，政府第一次召開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時
，行政長官梁振英親自到場，他希望委員盡快出謀獻
策，因為房屋是市民等待多年需要解決的問題。蔡又
說，香港雖然有必要制定房屋的長遠策略，但很多市
民已等不到那樣長時間，所以應同時制定 「中策」和
「短策」。

用體育城土地建房屋
另外，蔡涯棉指出，啟德發展區的多功能體育城

佔地二十多公頃，在處理問題緩急次序之下，他建議
押後興建體育館計劃數年，先把該地皮撥建公屋和居
屋，便可多建約兩萬五千個單位，紓緩房屋緊張問
題。

不過，代表體育界的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在另一場
合表示，體育界不希望擱置啟德體育城計劃，而他暫
時未收到消息指政府對體育城已經有決定，但表明體
育界不希望擱置啟德體育城計劃。他表示，政府考慮

推遲計劃前，需要先說明體育城的新地點是否交通方
便，設施是否符合要求，以及會否拖延原定的完工時
間。

標靶藥治骨髓瘤增存活率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以傳統化療治療的多發性

骨髓瘤，患者生存期往往只有二至三年，但近年對這種癌症
的治療有了轉機。香港骨髓瘤學會主席、港大醫學院內科學
系血液及腫瘤科教授詹楚生表示，用標靶藥物 「硼替佐米」
應用於治療這種癌症，起效時間快且效果明顯，五年的存活
率達到七成七，有個案在治療完成一周後，腎功能回復正常
，效果一直維持。

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源於骨髓中發生
癌變，患者除免疫系統被破壞，亦會出現溶骨性病變，導致
骨折、骨痛等併發症，嚴重者更因骨骼鈣質被溶化滲入血液
，最終堵塞腎臟，造成傷害。

詹楚生指出，約三分之一新確診的多發性骨髓瘤患者，
伴有不同程度的腎功能損傷，多達一成的患者出現急性腎衰
竭情況而需要洗腎。他續指，在臨床上，部分病人的腎功能
只剩下約一成，他們卻不知情，甚至以為 「仍能正常小便」
便等於腎功能正常。

詹續謂，傳統的化療無法挽救腎功能衰退，研究顯示，
患者的存活期只有約二至三年，即使配合骨髓移植，也只有
一成多病人在治療後達到完全緩解。不過，若用標靶藥物
「硼替佐米（Bortezomib）」治療，效果卻十分理想，五年

的存活率達到七成七，有個案在治療完成一周後，腎功能也
回復正常。

曾接受以 「硼替佐米」治療的譚女士現身說法。她表示
，自己在零七年七月起接受治療，從首階段的第一個月開始
，情況便明顯好轉。三個療程完成後，她於十月在瑪麗醫院
做骨髓移植，到零八年二月，病情已完全緩解，現正康復中
。但她表示，與她同期的另一個病人，由於後期才開始使用
「硼替佐米」，效果未見理想，很快便去世。

詹楚生表示，與任何癌症一樣，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關
鍵也在時間性，病情越早發現，病人越早治療，效果越快，
病情控制也越佳。蔡涯棉撐工廈變合法劏房

四米巨型酒樽
巡迴港九展覽

【本報訊】一批市民昨遊行到灣仔警
察總部報案，聲稱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旅
遊會籍後，不僅未能享受服務，停止供款
者更遭財務公司追數滋擾，要求警方徹查
。警方共接獲二十七人報案，涉及金額約
一百萬元，暫列求警協助案，由灣仔警區
刑事調查隊跟進。

約三十人昨午在灣仔修頓球場集合，
然後遊行往警察總部報案。他們先後在二
○○六至二○○八年購入一間公司的旅遊
會籍，各人支付數千至數萬元首期，再以
分期付款方式供款。公司聲稱入會後可以
免費享用世界各地的度假屋及酒店服務，
但多年來無人能預訂服務，一些受害人遂
停止供款，但近三、四個月，卻遭聲稱受
該公司委託的收數人滋擾，追討約五萬元
至十萬元不等欠款。

受害人王先生說，二○○六年以九萬
九千元向一間公司購買旅遊會籍，先用信
用卡支付一萬多元的 「首期」和八百元入
會費，其後每月供款五千元。其後他嘗試
購買泰國團，價格均高於市價或被告知已
訂滿。

警方表示，灣仔警區共接獲十八男九
女報案，指於二○○六年至今向一間公司
購買旅遊會籍，其後未能聯絡上負責人。
受害人報稱涉及金額約一百萬元。案件暫
列作 「求警調查」處理。

僥幸逃出鬼門關兩男女，的士司機沈×海（六十四歲），手腳輕傷，
不過送院後一度情況急轉直下危殆，幸治理後已脫離危險期，不排除與本
身健康有關。外籍女乘客LYDIA（四十八歲），僅右手傷，敷治後無大
礙。至於旅遊巴司機姓梁（四十五歲），掛有粵港車牌，當時沒有載客。

徵用附近重型吊車救援
現場在麼地道六十八號近帝苑酒店對開的交通燈位，昨晨十時半，外

籍女乘客在附近截乘的士，據悉剛扣上安全帶，的士起步不久，沿麼地道
南行駛至上址T字路口，有旅遊巴在對行線而至，並右轉麼地里，攔腰猛
撼向的士，將其撞至翻滾約一圈半，四輪朝天地滑上行人路，狂撞咖啡店
地舖牆角位。旅遊巴亦失控，餘勢未盡朝着已翻轉之的士衝至，前半截車
身 「騎住」的士泰山壓頂。

消防員接報趕到，因的士車頂已壓扁難以救人，幸附近酒店有重型吊
車施工，立即徵用協助救援，先把旅遊巴車頭稍為吊起，即撬開爛如廢鐵
之的士救人，花了超過半小時，終把司機和女乘客救出，兩人奇迹只手腳
受傷及清醒，由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救治。

咖啡店客人受驚過度
其中外籍女乘客敷藥後無礙，但憶述事發一刻嚇得面無人色，其後她

轉往私家醫院接受治療；司機一度由輕傷變危殆，經搶救後也逃出鬼門關
，目前情況嚴重。

在的士及旅遊巴撞向咖啡店時，店內客人與職員均嚇得失聲尖叫，部
分更奪路逃生；有人事後驚魂未定，需向店員討水喝以作 「定驚」。有店
舖職員表示，幸好兩車皆沒有衝入店，而且當時時間尚早，店內顧客及路
上途人不多，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現場有目擊者聲稱，旅遊巴當時行走路
線的交通燈亮着綠燈。

西九龍交通意外組高級督察陳聖強表示，初步調查當時兩車的車速不
高，現場馬路也沒有輪胎痕跡，意外原因有待調查，但不排除有人衝燈肇
禍，警方將索取附近酒店及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片段，亦會查詢目擊途人
，了解事發經過。

【本報訊】尖沙咀昨日發生驚險交通意外。一輛的士
駛至麼地道路口，被轉彎旅遊巴攔腰狂撼至四輪朝天，失
控撞向咖啡店外牆，再被衝至旅遊巴 「騎住」 泰山壓頂，
車廂壓扁變成爛鐵；消防員趕至借助附近吊臂車救人，的
士司機和外籍女客被困半小時始獲救，俱僅擦損手腳奇迹
生還。警方不排除有車輛衝燈肇禍，正調查事件起因。

旅巴壓扁的士旅巴壓扁的士
兩人大難不死兩人大難不死

▲旅遊巴將的士
撞至四輪朝天，
再滑向咖啡店地
舖牆角位

◀消防員花了超
過半小時救出男
司機和女乘客

▲從另一角度清楚看到的士▲從另一角度清楚看到的士
車窗已被壓扁車窗已被壓扁

▶的士車底凹陷
，後輪扭曲

▲長策會成員蔡涯棉建議押後興建啟德發展區體
育館數年，用該土地建房屋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 「五嶽行酒令」 展示中國傳統飲酒文化，圖為
靳埭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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