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夏微、鄭曉舟上海五日電】隨禽
流感疫情的嚴重，在上海各大藥房，板藍根、口罩
以及維生素C飲片儼然成為暢銷品，部分商店甚至已
經脫銷。

在浦東新區的一家國大藥房，不僅板藍根早已
售罄，平價口罩已經不見了，可供選擇的口罩價碼
都在三五十元左右。營業員告訴記者，板藍根至少
要到下周才來貨，而口罩 「也就剩下這麼幾個了，
要買趕緊買」。

在浦東花木的華氏藥房，記者看到買板藍根的
市民排成了一個長隊。市民李阿伯告訴記者，聽說
板藍根能夠預防禽流感，他特意過來替家人都買一
點。他說，他之前跑了附近兩家藥店都沒有買到板
藍根，看到這家店還有買， 「排隊算啥」。

在率先爆出禽流感疫情的上海閔行區，記者在
益豐、五洲、榮德堂大藥房等多家藥店，板藍根要
不已經斷貨，要不存貨也不多了。

關 昭

防疫升溫必要 恐慌大可不必 碼頭工人的確辛苦

井水集

H7N9禽流感在內地繼續出現新病
例，本港的防疫工作也開始升溫；政府
醫療衛生、入境、漁農等多個部門亦已
制訂連串應變措施，氣氛有趨緊之勢。

當然，日後事態發展可能證明，眼
前特區政府準備的一連串應急方案均沒
有 「派用場」 ，但從市民角度而言，寧
願 「備而不用」 ，也不希望出現臨急周
章、方寸大亂的情況。近日醫護界紀念
「沙士」 十周年，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

，就是當日不應該把一些尚未確診的疑
似患者 「放」 回家，結果導致淘大花園
疫情大爆發，死去五十多人。

可幸的是，從衛生及食物局局長高
永文昨日公布的一系列措施看來，當局
這一次應對H7N9禽流感的準備工作，
評估夠充分、措施也 「到位」 ，以預防
為主、隔離為先的策略也是正確的，應
有助減輕疫情可能對港產生的威脅。

事實是，H7N9疫情對港可能構成
的威脅主要存在於兩方面，一是每日約
七千隻的進口活家禽、二是每日約二十
萬人次的出入境旅客。

就進口活家禽方面，高永文昨日透
露，下周一起將會使用新的快速檢測法

，在各個口岸加強檢疫，同時對本港各
農場、批發和街市也加強巡查，一旦發
現有H7甚至H5病毒，就立即下 「殺雞
令」 ，全港活家禽一律 「殺無赦」 。

一招 「殺雞」 ，可以說是 「破釜沉
舟」 之舉，從根源上杜絕病毒生存和傳
播的機會。當年全球首例H5N1禽流感
在港爆發，特區政府果斷全港 「殺雞」
，一些人曾譏之為 「小題大做」 ，但結
果證明做法有效，本港且因此而得到 「
世衛」 組織頒發的全球防疫貢獻獎狀。
因此，特區政府這次再作出 「殺雞」 決
策是有必要的，只要病毒一 「冒頭」 ，
就要馬上行動，不要猶疑，以免貽誤戰
機。眼前，上海市政府亦效法當年香港
，已經採取了全面撲殺及禁止出售活家
禽的嚴厲措施，雞農及雞販損失則按市
價百分之五十賠償，日後本港一旦有需
要這樣做，賠償方案也需要及早制訂，
活雞行業商販應予配合。

活家禽出現病毒，可以 「殺雞」 ；
口岸人流如果出現徵狀，要監測、辨識
、堵截，難度就大得多了。目前，本港
陸路口岸和機場關卡主要是採取紅外線
體溫檢測方法，大批旅客可以成群通過

，電子屏幕上正常體溫的人群都是藍色
的，但只要旅客有發燒徵狀，在屏幕顯
示出來的顏色就會變成 「紅人」 。這一
套先進的紅外線體溫檢測儀，是北京清
華大學研製，每台約售二萬元，當年香
港及全國發生 「沙士」 ，疫情嚴重，特
區政府向內地訂購，結果 「清華」 把第
一批產品二百台全數贈送給香港優先使
用。這一 「插曲」 ，充分說明內地對港
無私援助的情誼。

日內特區政府將在口岸增設人手測
溫，以及必要時恢復旅客申報填表的做
法，但在大量人流過關時難以實施，紅
外線檢測儀雖有大概百分之十的誤差，
仍是最可行有效的監測工具。

眼前，對內地的H7N9禽流感疫情
，港人重視必要、防範必須，但惶恐慌
亂則大可不必；如有人提出什麼 「五一
黃金周」 要 「封殺」 自由行，以至要停
辦港人華東旅遊團，都是言之尚早、言
過其實，亦缺乏依據。防疫控疫是一門
嚴肅的科學工作，除非 「世衛」 宣布疫
埠，絕無 「封港」 、 「禁足」 的必要。
個別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切勿又企圖
利用疫情來挑動兩地矛盾。

葵涌六號貨櫃碼頭工潮持續至第
九天。昨日，高等法院經過聆訊，聽
取資方和勞方兩面陳詞後，決定延長
「禁制令」 ，但批准八十名工人可以

進入碼頭停車場範圍內進行罷工及游
說宣傳等行動。

高院法官這一判決是合理和可以
接受的。事實是葵涌貨櫃碼頭是私營
企業地方，雖然基本法保障港人有罷
工權利，本港法例上也沒有禁止工人
在工作的地方罷工，但工潮迄今已進
入第九天，經營的碼頭公司每天已經
蒙受五百萬元的經濟損失，長遠對本
港的貨運物流中心地位更會帶來嚴重
的打擊。

因此，儘管工人有罷工的權利，
包括選擇罷工地點的權利也應當得到
尊重，但事情不能只強調一個方面而
不及其餘，本港商人、企業是不是也
有正當營商的權利？營商權利是不是
也受到基本法和本港法律的保障？答
案是一目了然的。延長禁制令既維護
了碼頭的運作、同時亦保障了工人的
權利，是 「一舉兩得」 的。

事實是，六號碼頭工人本身的處

境，確是值得關注和同情的，要求也
是合理和值得支持的。很多市民可能
都不知道，貨櫃碼頭工人的工作是非
常獨特的，如裝卸區的工人，一開工
就是二十四小時，不是十六小時、更
不是八小時，因為他們出入裝卸區要
經船隻運載，貨櫃內的貨物必須同時
全部完成裝卸，不能只裝卸一部分，
因此工人一開工就要等貨櫃全部裝卸
畢才可離去，就是連吃飯也要在裝卸
區內，而他們每日即工作二十四小時
的工資只有約一千二百元。

負責吊起貨櫃的吊臂工，工作就
更辛苦了，他們一更工作雖然八小時
，但坐在半空中不能動彈、不能下來
，就連大小便也要在控制室斗室之中
解決，而且工作非常危險、責任重大
，而每日工資僅八百元。

碼頭工人工作辛苦，工資多年未
獲調整，資方應該拿出良心、誠意與
工人商談解決。至於 「職工盟」 李卓
人之流，從中 「抽水」 ，並不是真心
為工人，其心可誅，工人爭取合理權
益不能靠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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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交流防疫 獲第一手資料

港滬專家認同 禽類播毒
在滬考察的香港醫管局專家組一行六人五日上

午繼續與滬上各領域專家交流，午餐後返港。專家
組領隊、醫管局感染及應急事務總行政經理劉少懷
五日在下榻的酒店接受媒體訪問，再次強調此次上
海之行主要為了技術交流和經驗分享。從目前情況
來看，患者幾乎都有禽類接觸史，故滬港兩地專家
一致認同H7N9的感染源為禽類，尚沒有人傳人的跡
象。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五日電】

今晨七點半左右，記者來到香港醫管局專家下榻的國際貴都
大酒店。七時四十分，專家組成員、港大微生物學權威袁國勇一
人先行坐上一輛杭州牌照的旅行車離開酒店。記者問是否專家分
開考察醫院，他並沒有回答。八時過後，劉少懷在酒店大堂接受
記者訪問。他表示，昨天和今天在滬見到許多不同專業的專家，
集中就兩地曾經有過的流感情況進行溝通，並聽取了上海專家就
此次H7N9病毒的特徵、發病症狀、治療方案等的詳細介紹，也
討論了病例個案，拿回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同時，也就公共衛生
領域如何防疫抗炎作了經驗交流。

無證據人際傳播
香港目前尚無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故此次專家組

滬上之行更多的意義在於防患於未然。劉少懷表示，現在最重要
的是資料，這種病毒的病例不多，所以力求盡量多拿回一點研究
。儘管世衛（WHO）宣布H7N9病毒已經有變種，但他堅持認
同滬上專家的看法，認為尚無證據表明H7N9能在人際傳播，大
規模流行可能性不大。

之後，約9點20分，專家組一行便乘車來到位於閔行區萬源
路的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昨晚滬上新報告一名兒童感染
H7N9禽流感的病患目前收治於此，但兩地專家進到醫院都沒有
佩戴口罩。記者留意了一下，即便是醫院內，戴口罩的人也屈指
可數。

對此，陪同此次交流活動的滬上傳染病專家盧洪洲教授認同
，這屬於 「外鬆內緊」，實際情況也沒有想像那麼嚴重，不必過
分緊張。不過專家們並沒有前往用於隔離病人和疑似病患的六號
樓的感染／傳染樓，而是逕直走進五號樓教學樓一層。此後，便
在裡面進行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閉門會議。接近十一點半，專家
組先後從五號樓走出，並與接待他們的兒科醫院專家握手告別。
從雙方表情可見，此次會面討論非常愉快。

建定期交流機制
盧洪洲教授在下午接受記者訪問時還介紹，原定要去病房看

那名患兒，但看到大批傳媒在外恐影響患者，加上患兒病況已經
好轉，故沒有前往。在今天的交流中，香港專家再度對上海能在
這麼短時間查出這種新病毒，以及上海市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表示讚賞。滬港兩地更商定將定期就抗炎工作展開各種形式的交
流，並隨時共享資源。盧教授還透露，香港專家盛情邀請他和滬
上的專家赴港傳授經驗，並為當地醫護人員授課。但現在上海抗
炎形勢依然嚴峻，他肯定脫不開身，只有先將手頭的文字材料奉
送，待到疫情稍緩再作赴港打算。

盧洪洲再次重申，從目前已經掌握的病患資料可以證實，
H7N9仍然為禽類傳播，像入住兒科醫院的病童家中就飼養禽類
。且這也只是個案，只要注重防護，不會演變成大規模流行。說
起清明假期即將結束，會不會建議政府讓學校和幼兒園停課，盧
教授笑反問記者： 「你覺得有必要嗎？」

特敏福仍有療效
【本報訊】香港醫管局專家小組昨早到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

科醫院與內地專家開會討論H7N9禽流感個案後，於晚上返港，
率領專家小組的醫管局感染及應急事務總行政經理劉少懷表示，
兩地專家研究了H7N9禽流感嚴重個案的病徵及驗血報告，治療
方案及策略，大部分臨床表現都是出現流感徵狀，部分人的病情
變化較快；亦有部分病情輕微，其中一名四歲男孩的病情穩定，
正在康復。他說，兩地專家亦研究了病人的驗血報告及肺部X光
片，又討論藥物使用的劑量，目前認為使用特敏福，對治療流感
仍有效，但對於其服用劑量、時間及診治過程則需要再作研究。

劉少懷表示，暫時未有證據顯示病毒可以人傳人，但傳播能
力有待進一步研究，呼籲港人提高警惕。

滬四歲患兒病情樂觀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五日電】五日下午，記者來到

收治感染H7N9禽流感4歲患兒的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
院，據院方工作人員介紹，該患兒情況良好，但略有低
燒，仍需留院隔離觀察。而五日晚間的上海市政府新聞
發布會上，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吳凡則用了 「活蹦亂跳
」來形容患兒的情況。據悉，該病例為流感哨點主動搜
索發現，未發展為肺炎，早期抗病毒治療有效。

記者於五日午間來到兒科醫院，只見門診和急診內
有大量前來就診的兒童，而發熱門診處的患兒則更加集
中，不過只有個別患兒佩戴了口罩。

記者又來到兒科醫院深處獨立存在的六號樓（傳染
、感染病樓），看到這邊專門設有針對麻疹、水痘、手
足口病、發熱等的門診，且各個診室間間隔較大，相對
獨立。該樓內所見到的患兒及家長大多都佩戴了口罩。

在該樓的二十病區內，一位負責記錄感染病房進出
人員情況的保安向記者透露，那位4歲H7N9患兒 「三
日送到醫院來的時候症狀比較輕，就是普通的感冒發燒
，還沒有惡化成肺炎。是昨天（四日），才最終被確診
為H7N9，醫院隨即通知了他的家長」。記者了解到，
李某現被安置在6號樓4層的11病房22床位，整個11病房
內只有他，屬於隔離治療。而李某的母親陪伴在他身邊
，照顧其生活起居，父親則每日定時從金山趕到醫院探
望。據該保安表示，自患兒住院後，院方先後聯合多位
市內專家會診，全程陪護的李某母親也從未有過任何不
適。

上海板藍根基本斷檔
口罩與維C飲片走俏

五日，結束
了一上午的活動
，在滬考察的香
港醫管局專家一

行中午來到一家名為 「唐宮」的港式
茶樓就餐。該店作為走高端路線的茶
樓，最受歡迎的招牌菜式為 「招
牌乳鴿」，以往都需要預訂
，且剛開門不久就會賣完。

四日晚間，農業部宣布在上海送檢的
鴿子樣本中檢測出H7N9病毒，鴿子
即刻被視為頭號嫌疑病源。

記者五日隨專家組來到茶樓門
口，遠遠就見到店家貼出 「鴿子售罄
」的標牌。當記者進一步詢問，現在

預訂明日能否買到，服務生連
連搖頭。迎賓服務生介紹

，今天早些時候，店內
還供應鴿子，但數量
不多。而自即日起，
店內將停售鴿子一段

時間。 「你也知道最近
是什麼原因啦，最好不要
吃。」這不禁讓守候在外
的記者們連連稱遺憾： 「
專家們今天吃不到招牌了
。」不過除了鴿子，店內
其他禽類，如雞、鴨、鵝
，以及豬肉有關的菜式仍
然正常供應。

文圖：本報記者張帆

午膳無緣品嘗招牌鴿

密切接觸者發燒
經檢測排除感染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五日電】上海市衛計委四日晚間
通報稱，滬人感染H7N9禽流感死亡病例于女士的一位
密切接觸者出現發熱、流涕、咽癢等症狀，四日傍晚轉
入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治療。五日晚間，上海
市疾控中心主任吳凡在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該名隔離治療的密切接觸者經檢測，H7N9病毒為陰性。

▲ 香港醫管
局專家組領
隊、醫管局
感染及應急
事務總行政
經理劉少懷
在其下榻的
酒店大堂接
受記者訪問

本報記者
張帆攝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6號傳染、感染病樓。
本報記者夏微攝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對高燒患兒進行分類處理
，避免交叉感染 本報記者夏微攝

▲南京一家藥店內的工作人員五日
將新到的板藍根顆粒沖劑擺放整齊
。當地不少市民加入了 「預防大軍
」 ，紛紛前往藥店購買板藍根、口
罩等，導致板藍根熱銷，有的藥店
甚至斷貨。 中新社

花花絮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