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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眠山



記者實測：隧道全程密封 行畢需1分54秒

26歲女幼師（第
13072宗），居
於美孚新邨。
與巴裔婦病毒
基因一致。

16 歲 二 兒 子（第
13069宗）及14歲三
兒子（第13067宗），
均為地利亞修女學校
（百老匯）學生。

43歲
巴裔婦人

（第13045宗）

28歲男子（第
13092宗），女
幼師（第13072
宗）朋友。

26歲女幼師懷疑感染途徑

隨風
播疫？？

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力強
勁，地鐵站內九秒相遇擦身而
過，亦可能有中招風險！早前
確診後被列為感染源頭不明、
居住美孚的幼稚園女教師，全
基因分析最新發現，她與在檢
疫酒店感染的巴裔婦人的病毒
基因一致。

衞生防護中心追查發現，
女幼師與巴裔婦人的兩名確診
兒子，曾同時在美孚地鐵站A出
口出入，估計三人在隧道內曾
有九秒的相遇時間，雖然都戴
着口罩，但可能有空氣傳播。
巴裔婦人群組就繼續擴大，多
間學校相繼出現學生初步確診
個案，大批師生需隔離檢疫。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文）馬丁（圖）

該名26歲女教師（第13072宗）與家人居
住於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74號，在北角學之園
幼稚園暨雙語幼稚園上班，女教師平日搭地鐵
上班，而該名確診巴裔婦人的兩名兒子，會由
大坑東邨東滿樓住所搭地鐵，到美孚的地利亞
修女紀念學校上學。

「戴口罩亦會空氣傳播感染」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追蹤發現，兩人於本月14日曾在差不多時間
內，在美孚站A出口一入一出，推斷三人在隧道
內有九秒相遇。雖然無法直接看到雙方在隧道
內確實有相遇，但從閉路電視記錄看到，三人
出入時是一上一落，相信隧道內相遇不會有太
近距離，不會有太長時間接觸或聊天。

閉路電視記錄顯示，兩人當時有正常戴口
罩，無直接接觸，車站出口有鐵欄杆隔開出入
人群。張竹君表示，竹篙灣檢疫中心及機場亦
曾出現類似情況，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就算
戴着口罩亦會空氣傳播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地鐵站隧
道內環境比較密封，通風規格未必像醫院等高
危地方一樣，若有感染者穿過隧道，攜帶病毒
的空氣可能一至兩分鐘內都未必能完全消散。

患者病毒排放量高
三位患者均有戴口罩，其實可減低四分之

三的感染風險，但兩名病人的病毒排放量高，
加上通風較差，確有出現空氣傳播的可能性。

不過， 「維園跳舞群組」 的確診測量師，
一度被懷疑與空姐母親在維園於相隔20米擦身
而過後感染，但其後發現兩人曾於同一間餐廳
用餐。

另外，巴裔婦人群組繼續擴大，居於東涌
映灣園7座的三兄弟昨日確診，其中就讀佛教
筏可紀念中學的14歲男生（第13098宗）的14
歲同班女同學昨日初步確診，全班師生均需接
受檢疫，就讀於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的14
歲男生（第13091宗）的兩名家人亦初步確
診。

巴婦兩子有戴口罩巴婦兩子有戴口罩 美孚站疫傳女幼師美孚站疫傳女幼師

【大公報訊】就港鐵美孚站
A出口行人隧道懷疑發生乘客
「9秒擦身而過」 也傳染新冠肺
炎變種病毒事件，大公報記者昨
日傍晚放工繁忙時段實地觀察，
該行人隧道是美孚站連接地面的
主要通道，不少轉乘往荃灣、元
朗及屯門等方向巴士路線的市
民，都會經過該出口，該出口也
是最接近美孚巴士總站的港鐵出
入口。

在車站出口外，食店林立，
也有賣魚蛋、燒賣等小食的連鎖

外賣店，吸引很多市民途經該行
人隧道。

乘客：繁忙時段十分局促
記者實測發現，由A出口地

面沿行人隧道走到荃灣綫美孚站
閘口，需時1分54秒，整段行人
隧道是密封，而天花每隔約兩米
便有一個出風口，空氣尚算流
通。

每日途經該行人隧道乘搭地
鐵的陳先生表示，若在非繁忙時
段例如上午10時至12時、下午

三時至五時，以及晚上八時以
後，人流稀疏時，途經行人隧
道，覺得空氣流通，尚算可以接
受，但在繁忙時段，人多擠迫時
便十分局促， 「多人行時都真係
幾難頂，尤其落過雨後，連前面
行過啲汗臭味都嗅到。」

▲記者實測發現，由美孚站A出口地面沿行人隧道走到閘口，需時1分54秒，而整段行人隧道更是密封的。

掃一掃
有片睇

◀ 衞生防
護 中 心 表
示，周二確
診的26歲幼
稚園女教師
（ 第 13072
宗），病毒
基因排序與巴
裔婦人完全一
樣，估計女幼師

上周五曾在美孚港
鐵站，與巴裔婦人

的兩名兒子，擦身而
過而受感染。

街訪有Say

黃先生（報檔東主）：
「條行人隧道每日都咁多人行，人來人往，都

冇得驚。我覺得最緊要做好個人衞生之餘，增強自
己抵抗力，例如飲多啲水，同食多啲維他命C。」

李女士（財經界從業員）：
「我每日都會經過呢條行人隧道，

是我返工放工必經之路，如果中招都無
得避，所以唔驚，唯一可以做，咪盡量
聽政府呼籲打針囉！我已經打咗兩針，
等可以打第三針就會即刻去打。」

人來人往冇得驚

會盡快打第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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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必須去政治化應對疫情大爆發須有非常手段

龍眠山

大律師公會昨日改選理事會，由
資深大律師杜淦堃、毛樂禮、陳政龍
組成的3人團隊，在無競爭下分別當
選為主席及副主席。新團隊的當選，
暫時緩解了公眾對該會的強烈不信任
感。事實說明，大律師公會唯有走出
「政治化」 泥沼、回歸專業軌道，才

能重建公信力。
大律師公會自成立第一天開始就

是一個專業聯盟，其根本宗旨本是發
展更多元、更專業、更高水平和更具
競爭力的專業服務。但在近20年來，
公會逐漸脫離專業軌道，蛻變為政治
性組織。從當年反二十三條立法、反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到在黑暴期間
法治遭踐踏時表現出來的 「可恥沉
默」 ，立場越走越極端，所作所為與
反中亂港勢力無異。一年前夏博義當
選主席，公會變得更加激進，包括抹
黑香港國安法，意圖挑戰國家主權及
「一國兩制」 。

這一切與夏博義本身的背景有
關。來自英國的夏博義是所謂 「人權

大狀」 ，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
另一位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沆瀣
一氣，也正是在此兩人力推之下夏才
當選主席。當選後，夏博義被揭出是
英國反華政黨的成員，更隱瞞曾出任
英國地區議員的事實。位高權重的香
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竟然由一名英國政
客出任，實屬荒唐；而荒唐的背後，
揭示大律師公會受到外部勢力的操
控，這也是該會異化的深刻背景。

當然，在香港國安法落實之後，
夏博義之流企圖撼動香港大局只能是
不自量力。他本人落得灰溜溜的下場
固然是咎由自取，其他大律師公會成
員也深受其害，而公會因失去中央及
特區政府的信任、失去香港社會的認
同，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

大律師公會搞政治只有死路一
條，希望是次改選是個轉折點，新一
屆理事會表現如何，大家拭目以待。
不管怎樣，唯有回歸專業理性，才能
重拾公眾信心！

非常時期，需有非常手段。面對
疫情大爆發，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全
港中學下周一前停止面授、為5至11歲
兒童接種科興或復必泰疫苗定下具體
時間表，同時擴大強檢規模。這些措
施完全有必要，但力度還可以進一步
加強。只有採取嚴格的措施、多管齊
下，才能將這一波疫情控制住。

昨日本港錄得14宗確診個案，其
中10宗為本地感染，本地感染超過外
來輸入個案，這是十分危險的信號，
而葵涌邨逸葵樓至今錄得16宗個案，
更有失控之虞，至於初步確診則有20
宗，其中多宗源頭不明。深水埗、香
港仔等地環境樣本的檢測也呈陽性，
地區存在多條隱形傳播鏈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元朗另一家寵物店的倉鼠
籠檢出病毒，為 「動物傳人」 的猜
測，提供了新的證據。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警告 「疫情有大
爆發風險。」

疫情火頭處處，必須採取斷然措
施。全港中學與小學及幼稚園停止面

授，可以減少人群聚集導致的交叉感
染風險，但在減少人群聚集方面，特
區政府的工具箱中還有不少工具，過
去曾經使用，現在不妨再次拿出來。
有專家建議，應鼓勵居家工作，若能
將市面上的流動人口減少一半，就可
以大大降低疫情傳播的幾率。

在市民自覺戴口罩的情況下，堂
食成為播疫的最危險環境。前幾波疫
情高峰期時，特區政府曾限制堂食人
數，例如將食肆分成ABCD四類，不
同類別有不同的人數要求。如今晚市
堂食已經取消，如果進一步限制早
餐、午餐的人數，勢必令備受打擊的
飲食業雪上加霜。業界近日主動要求
特區政府盡早擴大 「疫苗氣泡」 ，以
換取正常營業，不失為一個具建設性
的建議，值得特區政府認真考慮。

近日香港市民接種的意欲增強，
離不開 「疫苗氣泡」 。現時每日約有4
萬人接種，落實兒童接種後，接種率
有望加快提升，月底達到八成的機會
甚大，提前擴大 「疫苗氣泡」 的客觀

環境正在形成。香港提早擴大 「疫苗
氣泡」 ，有助進一步提升接種率，形
成良性互動，特區政府理當抓住機
會，順勢而為。

另一個值得肯定的做法，是強檢
的區域正在擴大，香港仔有20幢大廈
同時列入強檢，堪稱實施強檢一年多
來覆蓋範圍最大的一次。在前日針對
葵涌邨的強檢中，找出一個陽性個
案，成功切斷一條傳播鏈，事實再次
證明強檢有效。強檢區域越大，找出
隱形患者、切斷傳播鏈的幾率越高，
這是最淺顯的道理，如果香港暫時沒
有能力全民檢測，但可以不斷擴大強
檢區域，積累經驗。

疫情儘管來勢洶洶，但香港完全
有能力把握抗疫主動。事實上，抗疫
的過程，就是不斷摸索學習、累積經
驗、提升效率的過程，何況內地已有
一套抗疫的成功經驗可供借鑒。香港
發揮既有優勢，全力對接內地抗疫模
式和思路，就一定能早日再次實現
「動態清零」 ，恢復通關。

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