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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菲中愛心接力 送患病女孩回家
<上接頭版>

這位「95後」中國姑娘在菲罹患重病兩

年多，在菲律濱醫護人員愛心救治，中國駐

菲使館不離不棄關愛下，日益康復，重燃生

命之火。

今天，李錦鑫身穿翠綠色防護服氣色

不錯，躺在移動病床上的她，與王悅相互比

心，可以感受到姑娘心中的感激和激動。

11時30分，李錦鑫搭乘的菲律濱航空

PR314航班，從馬尼拉國際機場起飛，飛往祖

國。菲航特別安排，將她的擔架架在三排座

位上方並穩穩固定，The Medical City派出的

一男一女兩位菲律濱醫護，全程陪同照料。

湖北姑娘李錦鑫，2017年大學畢業後在

深圳打工，後因工作需要2019年2月來到菲律

濱。2019年7月的一天，她突然頭痛，左側

手臂和腿部出現癱瘓症狀，被同事送進The 

Medical City醫院。

入院腦CT掃瞄，發現她大腦右腦丘腦區

域有出血性中風，出血體積為54毫升。醫院

為她進行了右額葉開顱術，腦室造瘺及腦室

引流，逐步消散了血腫。手術後兩周，她進

行了「氣管造口術」，後轉入了普通病房。

儘管沒有了生命危險，但在2021年7月前近兩

年時間裡，李錦鑫始終神智不清，處於植物

人狀態。

兩年多來中國駐菲使館始終牽掛著李錦

鑫的病情，密切關注她的身體狀態，積極協

調救治。2021年7月，昏迷近兩年的李錦鑫神

志逐漸清醒。10月，來自李錦鑫母親請求國

家協助其女兒回國的申請，引起中國駐菲大

使黃溪連重視。他委派王悅前往探望，送去

手書賀卡。與此同時，駐菲使館、醫院、菲

航與國內僑務部門，開始積極協商如何送姑

娘回國事宜。

因為李錦鑫半身不遂，無法自主飲食

和喪失語言功能，只能全程通過擔架護送，

其回國之路格外艱難。為此，使館與多方進

行了協調：檢測機構按照赴華航班標準前往

醫院為其進行行前核酸檢測；醫院按照規定

做好行前隔離安排，並準備好乘機所需氧氣

瓶、抽痰機、營養輸液設備，且配備了兩名

醫護人員隨機護送；馬尼拉機場安排她通過

綠色通道登機；菲航旅途中特別關照；國內

天津、湖北僑務部門愛心接力安排落實其回

國後隔離事宜等。

12月初，終於傳來李錦鑫新年前後可以

搭乘菲航回國的好消息。中新社記者12月13

日專程前往The Medical City醫院探望。

李錦鑫居住的單間病房裡，80後主治

醫生Kim Alfred Inting，讓她分別抬起右臂、

右腿活動，並與她交談測試反應。他告訴記

者，目前李左側肢體癱瘓需要進一步康復，

右側肢體完全正常，她神志清醒，適合旅

行。護士Herricka Mae Navalth已將李錦鑫視作

親人，邊為她進行設備消毒邊告訴記者。「7

月，我們都為Coco（李錦鑫的英文名）甦醒

高興，特意在病房裡為她慶祝了生日。」

1月5日，同菲律濱醫護人員一起目送

李錦鑫出院回國後，王悅接受中新社記者採

訪表示：「李錦鑫就是一位在菲普通中國公

民，她的生命遇到危難時，中菲攜手愛心救

助，說明愛心無國界，外交為民，就是這樣

由一件件實事構成。」

官員倡全國禁未打疫苗者限制行動
本報訊：一位官員昨天表示，杜特地總

統的一些幕僚建議把大岷區對尚未完成新冠

疫苗接種的人實施的行動限制擴大至全國。

國家抗擊新冠肺炎工作隊的副首席執行

員迪順感謝首都地區當局在感染率攀升時下

令未接種疫苗者留在家裡的「非常大膽的舉

措」。

他說，他與內政部長亞紐、疫苗接種負

責人牙未斯、衛生部長杜計和國防部長洛仁

薩那都討論了該政策。

迪順在會議中告訴杜特地總統：「我

們建議全國採取國都區的這項政策，即使在

在沒有出現病例激增的地區，因為我們都知

道，奧密克戎擴散全國只是時間的問題。」

杜特地沒有立即回覆該建議。

大岷發展署長亞描洛斯昨天表示，只有

在大岷區處於第3級防疫警戒或更高級別時，

才會對首都地區未接種疫苗的人實施行動限

制。

他說：「這意味著這只是在病例激增

時暫時性措施。這是為了保護未接種疫苗的

人，因為他們將會是受最大影響的人。」

人權委員會於週一表示，限制行動自由

有「正當理由」，「尤其是在國家緊急情況

下，例如目前的疫情大流行」。

但它強調，這項政策「必須是合法的、

必要的、相稱的和非歧視性的，正如錫拉庫

扎原則所詳述的那樣。

圖為路人昨日在加洛干市買街邊小吃。儘管政府將大岷區防疫級別升級，但仍然允許戶
外攤販售賣和營業。

內湖明起防疫3級警戒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日表示，由於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不斷增加，從1月7日至15日，

內湖省將進入防疫3級警戒狀態。

代理總統發言人諾牙禮斯在一份聲明中

說，跨機構工作組批准了其數據分析技術小

組的建議，將拉內湖省移至警戒級別以下。

內湖省和鄰近的武六干省、甲美地省和

黎剎省進入三級警戒狀態。

諾牙禮斯早些時候表示，在三級以下，

面對面的課程、接觸體育、嘉年華會、音樂

會或管樂器表演都是被禁止的。

電影院允許以30%的室內容量和50%的室

外容量運營，而以下影院允許以30%的室內

容量運營，但只允許完全接種疫苗的個人：

遊樂園、娛樂場所、宗教集會、政府會考、

室內用餐、

個人護理服務、健身房，非接觸性運

動、電影、音樂、電視製作。

大岷小範圍封鎖
增至22處

本報訊：菲國警昨天表示，在大岷區內

被嚴格封鎖的地區總數進一步增加到22個，

而隨著新冠肺炎病例的增加，全國範圍內的

被嚴格封鎖地區總數增加到29個。

根據菲國警的說法，大岷區其中16個被

封鎖的地區是在北部警區的管轄範圍內、5個

在馬尼拉警區管轄範圍內，1個在南部警區的

管轄範圍內。

北部警區涵蓋加洛干、馬拉汶、納卯沓

斯和描仁瑞拉。

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除了大岷區

的22個地區外，米馬洛巴警署報告了6個地區

處於嚴格封鎖狀態，而科迪禮拉警署有一個

地區被嚴格封鎖。

但是，菲國警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些地區

被嚴格封鎖。

菲國警表示，共有86人受到這些小範圍

封鎖的影響。

防黑耶穌節狂歡
岷市1月8至10日禁酒

本報訊：鑑於黑耶穌的慶祝活動，馬尼

拉市長莫仁諾表示，地方政府部門將從1月8

日至1月10日實施禁酒令。

在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莫仁諾說他已

經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從1月8日的晚上6點至1月10日上午6

點銷售酒精飲料。

他說 :「我剛剛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銷售酒類和其他酒精飲料。」

他補充說：「我指示在黑耶穌節期間嚴

格執行第5555號法令。」

莫仁諾感謝溪亞婆教堂批准政府取消黑

耶穌象出巡活動。

據他說，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教

會還同意僅進行在線彌撒。

由於新冠肺炎病例增加，溪亞婆教堂在

較早前宣布將於2022年1月3日至6日關閉。

專家：
奧毒仍可奪命 
體弱者須小心

本報訊：傳染病專家薩瓦納醫生昨天提

醒公眾，奧密克戎變種仍然是致命的，因為

有報導稱與其他變種的新冠病毒相比，它的

致命性較低。

也是衛生部顧問的薩互納說，與德爾塔

變種相比，奧密克戒可能不那麼致命，但仍

然會導致體弱和未接種疫苗的人群死亡。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導致需要住院治

療的嚴重病情的可能性只有大約三分之一，

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為零。體弱和未接種疫苗

的人群可能仍會因該疾病而死亡。」

衛生部副部長維加在週一表示，奧密克

戎變種有可能在未來3到4個星期內成為菲國

的主流病毒。

他說：「我認為在大約三到四個星期

內，正如預測的那樣，奧密克戒將成為主

流，佔到病例數的50%到90%，取代德爾塔變

種。但德爾塔病毒肯定仍在我們身邊。」

同時，薩瓦納建議公眾在注射流感和新

冠疫苗之間間隔兩週。

他說，由於大多數新冠疫苗僅具有緊急

使用授權。

因此，應在不同時期進行注射，以更好

地記錄可能導致不良反應的疫苗。

在較早前，薩瓦納淡化了感染Flurona

（同時感上流感和冠狀病毒）會「嚴重破壞

一個人的免疫力」的擔憂。

據他說，如果一個人暴露於兩種病原

體，這是「不幸的事件匯合」。他指出，在

病例中看到合併感染並不罕見。

社保署和公務員保險署加快數字化進程
本報訊：我國的社會保障機構將繼續加

快各自的系統數字化，其中包括允許以電子

方式提交福利申請和申請貸款，這符合羅德

裡戈·杜特地總統關于進一步簡化和加快向公

眾提供前線服務的指示，尤其是在揮之不去

的Covid-19危機中。

公務員保險署（GSIS）和社會保障署

(SSS)在提交財政部長卡洛斯·多明戈斯三世的

單獨報告中表示，他們已加快實施數字化轉

型計劃，尤其是在大流行病期間，以確保其

不受阻礙地交付儘管在社區隔離期間施加了

限制，但仍提供服務。

兩家機構還部署了信息技術(IT)工具，

以保護其系統免受數據洩露和其他形式的網

絡攻擊和威脅。

多明戈斯早些時候曾指示隸屬於財政部

(DOF)和政府金融機構(GFI)的機構通過具有

成本效益的共享防禦戰略將網絡安全計劃制

度化。公務員保險署是該共享網絡防禦項目

中保險集群的技術負責人。

在改善一線服務方面，自2020年初以

來，公務員保險署已轉向在線提交所有貸款

和索賠，以幫助遏制Covid-19的傳播。

它還在2021年啟動了在線年度養老金領

取者信息重新驗證(APIR)要求，以保護養老

金領取者免受病毒感染，並確保持續領取養

老金。

養老金領取者可以使用Zoom、Viber、

Skype和FacebookMessenger激活他們的身份，

而不是親自到現場。

就社保署而言，它也已將退休福利、失

業福利保險、僱主的疾病福利報銷、產假福

利、僱主的生育福利報銷以及會員索賠人和

僱主的喪葬福利的索賠轉移到網上員工，以

及員工的疾病通知和生育通知。

工資和災難貸款申請也可以通過SSS在

線完成，以及養老金貸款的續期。

社保署表示，這種在線提交貸款申請已

被證明對員工有利，因為他們的申請是實時

處理的。

新社保署成員註冊以獲得SS編號也可以

在線完成，並可選擇上傳所需的證明文件。

適用于擁有統一多用途ID(UMID)卡和電子郵

件地址的用戶。

需要簡單更正的會員個人數據的更改也

可以在線提交。

現 在 ， 無 論 是 通 過 電 子 錢 包 、 現 金

支付網點、PESONet還是菲律賓友聯銀行

(UnionBank)的QuickCard，福利索賠都將發放

到SSS成員或養老金領取者的指定支付賬戶。

SSS移動應用程序于2018年4月推出，會

員和僱主可以使用他們的My.SSS帳戶用戶ID

和密碼訪問。

SSSApp的增強版已於2021年5月30日在

AppMarkets中提供下載。

會 員 可 以 申 請 工 資 貸 款 申 請 ， 生 成

和查看捐款付款參考編號（PRN）；使用

PayMaya、GCash、信用卡/借記卡和BPI支付

他們的貢獻；查看他們發佈的供款付款、工

資貸款狀態和餘額以及其他服務。

僱主可以查看他們發佈的供款和貸款

支付，查看員工福利的申請狀態，下載預先

生成的供款PRN，並更新他們的僱主聯繫信

息。

通過SSS移動應用程序，會員和僱主可

以更方便地與SSS進行交易，無需在分行排

隊，並讓他們可以使用移動設備訪問SSS記

錄。

S S S 還 設 立 了 E x p r e S S S 電 子 學 習

(ExSSSeL)門戶，使用戶能夠瞭解養老基金的

計劃和更新。

該平台的補充是其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或

uSSSapTayo門戶，它允許會員訪問有關產品

和服務的所有相關信息，包括關于SSS的常見

問題，並提出查詢、疑慮或投訴。

另一方面，GSIS從去年開始提供Touch

移動應用程序，允許會員查看他們的會員數

據、保費和貸款支付、服務記錄和會員服務

資料。

GSIS在其報告中表示，Touch應用程序將

在年底前得到升級，以允許會員和養老金領

取者申請貸款並進行初步計算，並檢查他們

的申請狀態。

Touch應用程序還將允許會員提交具有暫

定計算能力的人壽和退休金申請。

通過Touch應用程序，老年和遺屬養老金

領取者還可以在線安排他們的年度養老金領

取者信息重新驗證(APIR)，這是其活動狀態

所需的更新。

如果他們無法訪問Touch應用程序，會員

可以在全國部署的680個信息亭中使用GSIS無

線自動處理系統(G-W@PS)。

G-W@PS自助服務終端于2006年開發，

為會員提供貸款申請、在線會員狀態查詢、

UMID卡激活、養老金領取者活躍狀態年度更

新等服務。

G-W@PS中使用的技術，例如射頻識別

技術，確保了一個可以遠程處理無紙化交易

的安全系統。

醫生警告：
退燒藥治標不治本

本報訊：「撲熱息痛不能治療發燒的成

因。」

由於近期藥店對退燒藥撲熱息痛的需求

增加，菲總醫院的一名醫生向公眾發出了這

一警告。

菲總醫院兒科急診顧問黎耶斯警告說，

大量服用撲熱息痛會導致肝毒性，甚至死

亡。

她在菲總醫院官方臉書網頁上分享了其

帖文。

她說：「撲熱息痛不能治療發燒的成

因。雖然它是一種非處方製劑，但它是最濫

用、過度使用的藥物之一，經常是服藥過量

的主要原因之一。」

她補充：「當大量服用時，它有可能導

致肝毒性，甚至死亡。」

撲熱息痛適用於某些情況或症狀。

她說：「它應該只用於治療引起不適

的疼痛或發燒，並增加病人的壓力。即便如

此，撲熱息痛也必須謹慎使用。」

它也不是為了防止發燒。她建議，如果

情況惡化，必須立即諮詢醫生。

她說：「按照產品說明書（尤其是兒

童）的指示，一、兩劑作為急救使用是安全

的，但之後請諮詢您的醫生。如果是因為發

燒，必須先調查原因，評估疾病的嚴重程

度。」

一些菲律濱人此前曾報稱，一些藥店宣

布 Biogesic、Neozep 和 Decolgen 品牌以及其

他止痛藥品牌缺貨。

菲 最 大 的 製 藥 公 司 聯 合 製 藥 公 司

（UNILAB）告知公眾，其產品在某些商店供

不應求。

怡朗發現首宗奧毒病例
患者從肯尼亞歸國

本報訊：怡朗市長特雷迎斯昨天表示，

怡朗市已發現一例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病例。

特雷迎斯在其臉書網頁上發布的一份聲

明中稱，奧密克戎變種病例是一名從肯尼亞

回國的菲外勞男子，現年46歲。據報導，他

於2021年12月27日被檢測出對新冠病毒呈陽

性。

他未接種新冠疫苗，也沒有合併症。

特雷迎斯援引報導稱，該名菲外勞接

受了酒店隔離，並定於12月12日在肯尼亞下

飛。根據兩天後，也就是12月14日的核酸檢

測，結果為陰性。

然後他於12月16日抵達宿務，並接受了

另一次酒店隔離。

該人在繼續隔離期間，於12月19日通過

核酸檢測。

然後，他於12月24日從宿務前往怡朗，

然後進行居家隔離。

然而，他在12月27日檢測出新冠病毒呈

陽性，但據稱沒有密切接觸者。

特雷迎斯稱：「讓我們都保持警惕！請

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