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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悔過才能贏得包容

倉鼠播疫為外防輸入敲響警鐘
銅鑼灣一家寵物店女店員及顧客
確診新冠病毒，顧客家人也初步確
診，成為威脅社會安全的另一條傳播
鏈。漁護署檢取寵物店及動物倉庫的
所有動物作檢測，赫然發現多隻倉鼠
及環境標本呈陽性，本港有可能出現
全球首例新冠病毒倉鼠傳人個案。今
次事件為人們敲響警鐘，病毒源頭多
樣化，香港有必要加強 「外防輸入」
舉措，全力堵塞漏洞。
去年底及今年初，香港從荷蘭入
口了兩批倉鼠，一共約2000隻。鑒於
部分倉鼠帶病毒，目前也有證據證
明，倉鼠可將病毒傳播給其他動物，
更有可能傳播給人。從公共衞生安全
考量，全部 「人道處理」 有關倉鼠是
最合理的做法。凡是近期購買倉鼠
者，一定要交出倉鼠，更要接受檢
疫，這是對自己及家人負責的必須之
舉，不遵從者將有觸犯法律的風險。
目前香港正被Omicron和Delta兩
種病毒夾擊，兩者都是境外傳入。不
同的是，Omicron是由國泰空少違規

進入社區引爆，而Delta病例一開始找
不到源頭，如今看來不排除是倉鼠作
祟，這刷新了人們對病毒本身及其傳
播途徑的認知。新冠病毒主要是人傳
人，過去雖有貓狗等寵物確診，但均
懷疑是受人類感染，鮮聞有動物傳染
人的個案，相關入口檢疫可能不夠嚴
謹，如今看來是一大漏洞。
既然倉鼠可以將病毒傳播給人，
其他寵物是否有同樣風險？香港寵物
多來自進口，風險之大不問可知，加
強防範已是當務之急。
新冠疫情傳播的新途徑可謂五花
八門。內地曾有凍肉廠的員工確診，
疾控部門其後在凍肉上檢出病毒，而
有關凍肉來自歐洲。近日廣東及北京
爆出新一輪疫情，調查發現，確診者
從事客戶服務工作，曾接觸國際郵
件，疾控部門隨後在有關郵件的標本
上也檢出了新冠病毒。
事實上，新冠病毒生命力非常頑
強，可以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生存；
也極為狡猾，傳播途徑多種多樣，防

不勝防。加上病毒不斷變種，導致疫
苗失去一部分保護力，需要補針，這
就是病毒全球大流行兩年至今仍在肆
虐的重要原因。
要戰勝強大而狡猾的病毒，就需
要更強大的意志、更果斷的手段、更
有效的舉措，以進一步築牢 「外防輸
入、內防擴散」 的屏障。當然，提高
疫苗接種率仍然是最基本亦最有效的
抗疫手段。最近香港重燃接種熱情，
近日接種第一針的接近20000人，長
者接種率也有明顯提升，照這個勢
頭，本月底接種率有望提升至8成。但
接種第三針的比例仍然較低，必須進
一步加大推進力度。
政府擴大 「疫苗氣泡」 ，收到實
際效果，令人鼓舞，也予人啟迪：抗
疫不能完全靠自律，而需要自律及他
律兼顧。特區政府積極作為，香港早
日 「清零」 並維持14天，就能有望通
關，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事實已經證
明並將繼續證明，香港社會為抗疫付
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獨」 標誌性口號，海外的 「港獨」 勢
力仍在揮舞相關旗幟；二是鼓吹梁天
琦 「港獨」 謬論的紀錄片等文宣作
品，仍在荼毒下一代；三是參與黑暴
被捕的4000多名年輕人，目前大多仍
在監禁或處於審訊階段，他們多少是
受到梁天琦的影響才落到今日地步。
消除 「港獨」 流毒，社會各界還有很
多工作要做。
一直有人主張，要寬容這些受過
刑的更生人士， 「扶他們一把」 。其
實，即使是走出監獄，社會上仍有賞
與罰的機制。若能真心悔過，徹底同
過去切割，從此建設香港而不是破壞
香港，相信香港社會有足夠大的包容
度，更生人士後來成為傑出青年的例
子也有很多；但如果仍不悔改，還想
重演昔日 「旺暴」 一幕，則勢必要面
臨更嚴重的懲罰。
出獄之後何去何從，是洗心革面
走向光明，還是沉淪於黑暗，取決於
有關人士的一念之間。

因參與暴亂及襲警等罪被判囚6
年的前 「本民前」 發言人梁天琦，昨
日服完刑期，預定今日 「放監」 。梁
的家人一早在社交媒體呼籲其支持者
不要去監獄接人，讓梁天琦盡早與家
人團聚，並表示有關社交專頁將停止
運作並刪除所有內容。
另一方面，有報道指出，由於預
期會有大批人前往石壁監獄 「接
人」 ，警方及懲教署已作出妥善安排。
從家人希望梁天琦出獄後過低調
的生活，到執法部門對梁天琦出獄做
足預案，都在說明，雖然梁天琦已為
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得到應有的懲
罰，但他能否真正回歸 「正常」 ，仍
是個疑問。作為極端本土勢力的前標
誌性人物，梁天琦仍然有一定的影響
力，仍然是一群死硬分子心中的 「精
神領袖」 ，唯恐香港不亂的外部勢力
亦想繼續利用其剩餘價值。
事實上，梁天琦對香港社會造成
的嚴重負面影響，至今仍未消除。一
是他當年提出的口號，已經成為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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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 購物收據含雙酚S可致乳癌
研究 常用於紙品塑膠容器 學者倡訂安全標準

大公報記者 鍾怡（文）

雙酚A以往被廣泛應用於生產嬰兒水樽、食物
及飲料容器，以及列印收據的感熱紙等，但有研究
證實雙酚A暴露與人體內分泌系統失調、代謝疾病
及乳癌風險增加有關，故以雙酚S作為替代品。
有報告提及雙酚S對人體健康有影響，但它對
乳癌的腫瘤生長和相關代謝失調的影響，外界仍然
所知甚少。浸大化學系講座教授、環境與生物分析
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蔡宗葦帶領團隊分析探討與環
境中水平相近的雙酚S會否影響乳腺腫瘤的發展。

與乳腺瘤增生惡化相關
研究團隊把人的乳腺癌細胞移植至三組小鼠身
上進行實驗。在小鼠乳腺腫瘤造模後，第一組
（BPS-10組別）小鼠每天被注入屬較低劑量的每
公斤體重10微克雙酚S；第二組（BPS-100組別）

蕭霖（圖）

小鼠每天被注入較高劑量的每公斤體重100微克雙
酚S；餘下屬於對照組的小鼠則被注入橄欖油。
經過八周的實驗，BPS-10組別小鼠的腫瘤平
均體積和重量，分別多對照組13倍和11倍，而
BPS-100組別小鼠腫瘤的平均體積和重量則多對照
組4倍和4.5倍。實驗結果顯示，雙酚S暴露與乳腺腫
瘤的增生和惡化密切相關。
研究團隊亦分析了三組小鼠乳腺腫瘤的壞死區
和癌細胞聚集區。在對照組，小鼠體內腫瘤壞死區
及癌細胞聚集區的細胞狀況穩定，反映腫瘤在實驗
完成後沒有明顯增生和惡化。然而，在實驗後，
BPS-10和BPS-100組別的壞死區的平均面積，分
別佔腫瘤的54.7%和11.5%。此結果顯示低劑量雙
酚S加快腫瘤生長；BPS-100組別壞死區的面積相
對細小，癌細胞聚集區的惡性組織相應擴大，反映

【大公報訊】記者葉心弦報
道：挑選嬰兒用品一直被寶媽們視
為重中之重。《大公報》記者就上
述浸大的最新研究，訪問了兩位本
港媽媽，結果發現她們完全不了解
應用於水樽以及收據單中的 「雙酚
S」 及 「雙酚A」 化合物。其中，
有寶媽表示，買水樽一定會挑選牌
子貨，其次再考慮質料，是否適合
嬰兒使用。

▲蔡宗葦教授帶領的團隊發現，小鼠模型中不同
劑量的雙酚S，暴露與乳腺腫瘤增生和惡化相關。

高劑量雙酚S或最終令腫瘤惡化。

接觸後勿摸口鼻需洗手
研究團隊其後把有雙酚S暴露組別小鼠的脂質
和蛋白質分布，與人類乳癌組織的樣本作比較，發
現相似的現象。雖然並非所有腫瘤都會發展為癌
症，但基於以上的比對結果，團隊推斷雙酚S暴露亦
會增加人類乳癌的風險。
團隊建議市民，接觸過使用雙酚S的產品，例
如購物時的機印收據，切勿再觸摸口鼻，最好洗
手，購買嬰兒水樽同食物容器時需看清楚成分。
蔡宗葦認為，有必要作進一步研究這種化學物
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長遠而言，業界或需尋找
較為安全的雙酚A和雙酚S替代品。決策者亦應就使
用雙酚S訂定相應的安全標準和規例。

港大雞尾酒療法助研發新冠口服藥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新冠疫情持續，
更加有效的治療藥物亟待研發。香港大學研究團隊
發 現 ， 膠 體 枸 櫞 酸 鉍 （CBS） 和 乙 酰 半 胱 氨 酸
（NAC）的組合藥物CBS+3NAC，可大幅降低新冠
病毒載量達九成以上，實現了通過口服給藥的方
式，以多靶點藥物特性，顯著抑制在動物感染模型
中的新冠病毒複製和繁殖，緩解病毒性肺部炎症的
治療效果。研究成果已刊於國際學術期刊《化學科
學》（Chemical Science）。
瑞德西韋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的首個
用於治療COVID-19的藥物，但患者通常只能在醫
院通過靜脈注射的途徑來接受治療。而對於大多數
輕症或中症患者，新冠口服特效藥將有助於快速控
制病情，並有效降低住院率和病患死亡風險。

服給藥的方式，顯著抑制在動物感染模型中的新冠
病毒複製和繁殖。研究團隊發現，含有金屬鉍的藥
物，能顯著降低新冠病毒的載量。CBS和水楊酸鉍

可大幅降低病毒載量
由香港大學理學院化學系葉志成范港喜基金教
授（生物無機化學）孫紅哲率領的研究團隊發現，
CBS和NAC的組合藥物CBS+3NAC，實現了通過口

▲港大團隊發現 「雞尾酒療法」 可幫助研發口服抗
新冠特效藥。

港媽不知水樽含雙酚

醫 健 事

市
▲民接觸購物收據
後最好洗手。。

雙酚S是一種廣泛使用於紙品及
塑膠容器的工業化學物，包括嬰兒水
樽、購物收據等。香港浸會大學領導
的團隊研究發現，在小鼠實驗中，注
入10微克雙酚S的小鼠，其乳腺腫瘤體積和重量
較沒注入的大13倍和11倍，推斷雙酚S暴露與乳
腺腫瘤的增生和惡化密切相關。
團隊建議市民，接觸過含有雙酚S的產品，
例如購物時的機印收據，最好洗手；決策
者亦應就使用雙酚S訂定相應的安全標
準和規例。研究成果已刊登於國際
科 學 期 刊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等傳統鉍劑，易於胃酸條件下水解而沉澱，故其抗
病毒活性難以通過口服的方式發揮效用。而 「雞尾
酒療法」 中的組分NAC可與強親硫性的鉍離子結合
形成高水溶性的活性組分[Bi（NAC）3]，其在強胃
酸環境（pH 1.2）及鹼性環境（pH 9.2）中的穩定
性均遠遠高於單純的鉍劑。
研究團隊在敘利亞金色倉鼠的感染模型中證
明，經口服給藥的鉍劑CBS及BSS在與NAC的雞尾
酒聯合療法中，能夠展現出強大的抗病毒活性。藥
物組合CBS+3NAC大幅降低新冠病毒載量達10倍以
上，抑制相關重要的炎症因子的釋放，並顯著緩解
動物肺部與感染相關的病徵。所給藥物劑量僅出現
可逆轉的輕微腎毒性且並未顯示出有明顯的系統性
毒性。
研究團隊亦發現，CBS+3NAC能有效抑制新型
冠狀病毒受體ACE2、病毒解旋酶、主蛋白酶、木瓜
蛋白酶等與新冠病毒感染相關的重要蛋白酶的活
性，呈現出典型的多靶點藥物特性，故能取得高效
抑制冠狀病毒複製的效果。

為孩子着想不怕買貴

家有一女的李太表示，平時的
收據一般都不會保存，因為不知道
收據上會有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故觸摸收據後並不會刻意洗手；但
因應疫情防疫需求，李太會經常用
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對於嬰兒水
樽的選擇，李太說，自己不知道
「雙酚S」 及 「雙酚A」 化合物，
一般會通過包裝看水樽材質是否天
然及適合嬰兒使用。
周太亦表示不了解上述化合
物，但她表示，自己在挑選嬰兒水樽時，一
定先挑選好牌子，再考慮質料。周太之前購
買最多的是PPSU（聚苯碸）質料的塑膠水
樽，其價格相較其他質料的水樽更貴。周太
說，她一直相信一分錢一分貨， 「為孩子健
康着想，買呢啲唔怕貴」 。周太還補充說，
平時家人對玻璃水樽較為信任，但由於玻璃
過重又易碎，故不敢買此質料的水樽給孩子
用。

S

防疫必須依據科學
銅鑼灣寵物店女售貨
員確診Delta變種病毒後，
蔡樹文 有曾到該店的女顧客證實
染疫，其丈夫亦初步陽
性。當局在寵物店檢取的25樣本中，11隻倉
鼠驗出帶有新冠病毒；進口商在大埔暫存倉
鼠的貨倉，亦驗出多個環境樣本呈陽性。為
及時切斷傳播，約2000隻倉鼠或細小動物須
人道毀滅，全港售賣倉鼠的寵物店亦要暫停
營業。
新冠病毒由倉鼠傳人，這宗可能是全球
首例，但之前未有並不等如倉鼠不會播毒。
事實上，寵物店女售貨員染疫，店內11隻倉
鼠帶有新冠病毒，顯示當中或有互傳關係。
我們尊重生命，但已有科學證明，新冠
病毒原宿主是野生動物，病毒或會透過宿主
傳播，甚至會奪去人類的性命。要成功控
疫，必須依據科學發現；要果斷阻截變種病
毒散播，當局只能將涉及的倉鼠人道毀滅，
這是兩難及無可奈何的決定。

透視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