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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發生嚴重的新型肺
炎疫情，傳染性高，已有

100多人病亡。武漢是中國重要的交通樞
紐，也因此，中國多個省市、香港、澳門甚
至世界各地都受到傳染。

大凡發生疫情，政府控制力度大小的決定
是困難的。控制力度大，變成擾民，打擊經濟；控制力度
小，疫情擴散。而股市往往是疫情恐慌程度的度量器，1月
20日上午開市時，港股高開，恒生指數繼續上升。但是，
很快地，中國外交部開始針對武漢疫情公佈詳情後，股市逆
轉，最終以跌市收市。同一天下午，習近平主席親自發出訓
令，要求有關官員做好武漢疫情控制之事。1月21日，港股
就狂跌，緊張氣氛始出現。1月24日，武漢市決定封城，很
快地，武漢周圍多個城市也下封城令，澳門首次禁止發燒的
人離開澳門。一向以來，地方政府在控制疫情時只控制外人
進入，這一次，武漢及周圍幾個城市封城，完全禁止人口的
流動，是防疫最高的控制級別。傳染病就是因為人的流動而
傳的，如果人人呆在家裡，疫情就容易受到控制。當然，人
人呆在家裡，對經濟的打擊很大，所以說控制疫情用力的大
小是地方官員的極大考驗。
現在，香港的恐慌程度仍不算很高，2003年SARS期

間，街上幾乎人人都戴口罩。當然有人投訴口罩零售商坐地
起價，致使想買的人不捨得買。澳門政府已經自己向海外訂
購大量口罩，以低價出售給有澳門身份證的居民，每人每
10日限購10個，以打擊奸商坐地起價。這是一件好事，值
得香港特區政府參考。
當然，有人趁疫情而發起「反中」行動，反對內地人進入

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制止這種仇視內地人的行為升級，武
漢及其周圍多個城市已經封閉，香港往返武漢的班機也已取
消，香港旅行社甚至取消了所有赴內地過年的旅行團，旅遊
發展局取消了新春匯演，足總取消了賀歲杯……避免人群集
中，相信對疫情的控制已有相當的作用。
2003年，香港數千人感染SARS，數百人死亡，但是香

港人依然生活正常，上班的上班，上課的上課，這是重要
的。如果將恐懼無限大地提升，將嚴重打擊經濟。生活一定
要正常地過，只要人人做好防疫的工作，戴口罩，多洗手，
多消毒，注意衛生，疫情一定能控制。沒有必要誇大疫情，
好好地在家作息，這也是控制疫情的好方法。

「余謹以至誠，於上主及會眾面前宣誓：終身純潔，忠貞
職守。盡力提高護理專業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
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及家務之秘密，竭誠協助醫師之診
治，務謀病者之福利。」這是全球第一個真正護士南丁格爾
為護士所訂立的誓言，是每位護士在醫護學校必須學到，必
須認識到，及必須遵守的。南氏提倡用「四心」去對待每一位
病人：愛心、耐心、細心和責任心。試問今時今日的「黑醫
護」是否忘記了南丁格爾的誓言及她所提倡的「責任心」？
部分「黑醫護」仍然高呼「五大訴求」等無謂的政治口

號。莫非這班醫護人員怕死，入病房前「壯壯膽」？有香港
護士協會更向醫管局提出所謂「十大訴求」，其中要求「加
班、交更有補水」和「16.5%現金津貼」，如果醫管局不答
應他們的訴求，就會進行工業行動，發起「和你罷」的罷
工。同一時間，有「黑醫護」在「連登討論區」發起一項名
為「選擇性罷工」行動，要求同業只救本地香港人；對任何
非香港人（暗示內地人）求診發燒或懷疑感染肺炎，一律不
看症；同時，對私家醫院過來求診的病人，得知病者有到過
武漢，或接觸肺炎病人，通通不接。筆者不知道以上的網上
發起行動，是否真正號召「志同道合」的「黑醫護」，一起
對抗非本港居民或曾由武漢回港染了疾病的人士？但是，筆
者認為，如果真的有醫護人員響應號召，對「目標人物」採
取「不看症、不處理」的態度，是否有違醫護人員的職業操
守，如何有顏面去面對南丁格爾？
與此同時，這班「黑醫護」是否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

評估現時疫情及日後的變化？如果他們真的對這班來自內地
（特別是武漢）的病患者不作處理，由得他們在社區周圍遊
遊走走，將病毒不斷傳開去，豈不是加重本地疫情？筆者雖
沒有專業醫護知識，但是都知道，如果疫情在社區內不斷擴
散，病毒在社區擴散，不斷加重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豈不
是造成更大的災害嗎？
筆者希望各位醫護人員能夠放下己見，齊心合力抵抗疫情

的擴散。筆者希望各界能夠通力合作，醫護人員做好本分，
同心協力確保疫情受控；市民亦做好防疫措施，外出時記得
戴口罩，要勤洗手和做好個人衛生防護（打噴嚏及咳嗽時要遮
掩口鼻），和避免去人多稠密的地方，減少交叉感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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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散，本港也出
現多宗輸入性的確診病例。香港正面臨自沙士
以來又一場關係廣大市民生命安全的「防疫
戰」。在「大戰」當前，各界理應團結一致，
配合及支持特區政府抗疫。而特區政府這次亦
反應迅速，隨即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對疫症進
行全方位的堵塞和應變，並且採取非常時期的
非常措施，要求除香港居民外，所有湖北省居
民以及任何過去14日到過湖北省的人士，將不
獲准進入香港，以減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進
入香港的機會，務求從源頭上、關口上阻截病
毒。
然而，對於這場「防疫戰」，一些人不但沒

有配合，反而不斷在拖政府防疫後腿，甚至上
綱上線，利用疫情炒作政治風波，有醫護甚至
公然以罷工要挾政府「封關」，否則將會採取
工業行動。「泛暴派」更沒有放過抽水機會，
不斷對政府防疫工作發放各種假消息，更借此
挑動新一輪暴力衝擊，在新年期間再次在街上
堵路縱火，不讓香港有片刻平靜。這些「黃醫
護」、「泛暴派」在疫症當前仍然是政治凌駕
理智，不斷挑動各種對抗和衝擊，不但嚴重阻
礙防疫工作，更加大疫情傳播的風險。這些人
不但政治上腦，更是泯滅人性。

一些「黃醫護」要求「封關」，並以罷工要

挾，表面是為防疫，實際卻是為政治而來。港
大醫學院院長兼公共衛生醫學講座教授梁卓偉
已經指出，抗疫工作只可基於科學，要摒棄政
治考慮。過去廿多年本地面對多宗疫情，從未
試過「封關」，強調「封關」不是可行考慮。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交通樞紐，「封關」對香
港將造成巨大的衝擊，而且其他人同樣可以從
其他途徑進入香港，並沒有多大分別。所謂
「封關」不但無理，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前特區政府禁止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過去

14日到過湖北省的人士入港，已經將最大的風
險擋於門外。應對疫情，關口堵截是一大重
點，但前提是用科學的檢測方法，從嚴要求申
報，並且果斷對可疑個案進行隔離，而不是政
治掛帥的「封關」，此舉一方面只會擴大恐
慌，另一方面也是效果有限，這是政治口號而
不是科學。然而，一些「黃醫護」卻堅持毫無
科學理據的「封關」，這說明他們根本志不在
「封關」，而是為罷工找理由，他們由始至終
想的是如何罷工。
「泛暴派」之前幾次發動的罷工，最終都功

敗垂成，這讓「泛暴派」、一些「黃醫護」不
是味兒，不斷想方設法要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罷
工，尤其在醫護界更是重點目標，目的是製造
轟動效應，而這場疫情正為他們提供了借題發

揮的機會。他們提出所謂「封關」建議，明知
政府一定不會接納，這樣他們就可以大條道理
在醫院搞罷工，而「泛暴派」更揚言要再次發
動「大三罷」，以堵路、到處破壞等手段強迫
市民不能上班，在社會上再發動一場大騷亂。

在疫情當前，這些「黃醫護」關心的不是
搶險救人，而是炒作政治，為罷工造勢，為
攻擊政府尋找彈藥。在疫症當前，「黃醫護」
首先想到的是個人安全，要政府為他們提供現
金津貼。這些「黃醫護」的良知究竟去了哪
裡？或者，對他們而言在醫院內貼「連儂
牆」、搞罷工比救人更加重要。與沙士時香
港捨生忘死、搶險救人的醫護相比，這些視
病人安危如草芥的「黃醫護」，其醫德之墮
落令人瞪目結舌。
疫情關係廣大市民生命，香港已到了十萬火急

的地步，任何政治爭議都比不上人命，政治更不
應帶入醫院。「黃醫護」如果堅持要罷工，這說
明他們已經失去醫德、失去人性，這些醫護一個
也嫌多，醫管局理應作出追究和懲處。至於在疫
症面前，沒有停過挑動政爭，沒有停過發放假新
聞，沒有停過發起暴力衝擊的「泛暴派」，說明
他們已是喪盡天良，沒有一點人性，這些人較病
毒更加可恨，對於這些「敗類」警方更不用手
軟，必須將他們繩之以法。

「黃醫護」政治掛帥「泛暴派」泯滅人性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香港至昨日已有8宗確診的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輸入個案。

雖然特區政府在大年初一的記者會上，大致接
納民建聯等政黨的意見，包括︰將防疫應變計
劃提升至最高級別「緊急」；中、小學、幼稚
園延至2月17日復課；無限期暫停來往湖北武
漢的航班和高鐵；所有口岸入境人士須進行健
康申報；加強口岸體温檢查和人手配置，離境
人士都須進行體温檢查；呼籲市民切勿前往湖
北省；以及取消人數眾多的大型活動等。不過
筆者認為政府仍須按疫情加快及隨機應變，而
在現階段，筆者則建議政府仍應在以下三個範
疇作出補漏，讓工作更為盡善盡美，保障廣大
市民的安全及健康。
首先，在防疫戰上最可怕的當然是病毒，不

過不少別有用心人士的謠言及對防疫物品坐地
起價行為，同樣是防疫工作上的隱患。為了不
被這些內耗拖了防疫戰的後腿，首先，在目前
疫情高危期間，再加上修例風波仍未平息，謠
言甚易四起，政府必須加強權威性訊息發佈的
速度及透明度，包括每日向公眾解說疫情最新
情況及政府的應變工作進度，醫院準備安排，
以及口罩供應情況等；同時，以簡單易明的方
式，將防疫資訊放上網站或透過電話短訊，以
最快及最直接的方式告知公眾。
現時已有不少地方將個人衞生防護物品抬

價，有報道指，原本一個28元的3M口罩居然
可抬價至100元一個，而這種趁火打劫的現象
或許更不止於此，特別是農曆年假是市民外出
旺季，市民對口罩的需求定必殷切。故政府應

「特事特辦」馬上將無短期急迫需要的存貨，
透過指定零售商定價出售，或安排透過各區民
政事務處向市民派發免費口罩，消除市民搶口
罩憂慮，更應打擊囤貨或抬價等問題，確保不
會供應不足，以免引起市民恐慌。
還有，停課雖然是明智之舉，不過停課還是

會引申進一步的問題。當中不少家長和學生為
了消磨時間，或會選擇外遊。雖然現時國家已
經盡力控制疫情，不過疫情會否進一步擴散仍
屬未知之數，學生又會否「啱啱遇着剛剛」，
不小心前往爆發疫情的其他地方？為免造成更
多問題，政府除了必須審時度勢看看是否適合
在2月17日復課，更重要是考慮在復課時要求
學生申報假期外遊記錄，讓政府和學校可掌握
更充分的資料作出應對。

群策群力讓抗疫工作做得更好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按照香港的傳統，大年初二是
求籤祈福的日子，每年為香港求

籤祈福的儀式是在沙田車公廟舉行的。為香港
求籤祈福，本是出於良好願望，但既然是求
籤，就有上中下之分，不可能次次抽得上籤和
皆大歡喜。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都不希望看
到下籤出現。因此，自從2003年特區政府派代
表為香港求得「下籤」後，政府在飽受指責下
決定不再派代表求籤，改由鄉議局主席為香港
求籤。儘管如此，每年的「求籤」都備受關
注，而如何解讀籤文就更為關鍵。
今年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先生的手氣尚可，仍

為香港求得92號中籤，籤文為：「人生何在逞
英豪，天理人情只要公；天眼恢恢疏不漏，定
然作福福來縱。」解曰：「家宅平平，作福加
增，自身平安，婚姻成合」。

劉先生指，過去大半年香港撕裂，社會內
耗，希望政府帶頭把事情搞好，市民應團結一

致。他指政府施政要聽民意，不可以「逞英
豪」、自以為是，而社會亦要公道。被問到
「逞英豪」是否指特首林鄭月娥，劉業強稱是
整個政府。至於「天眼恢恢疏不漏」是否指員
警，劉業強未有正面回應，僅稱「人在做，天
在看」，又指若只靠員警來維持社會和諧是較
困難、不足夠。
面對四句籤文，媒體別有用心地問，劉先生

含含糊糊地答。媒體將焦點對準政府和員警，
明顯喪失公允立場；劉先生要求政府帶頭把事
情搞好，當然不會錯，但怎麼才算搞好，只能
是見仁見智了。

如何解讀籤文可能與當時社會出現的問題密
切相關。去年大會解籤師傅在解籤文時，指
「出入謹慎」即運輸事務上要小心，原來籤文
是指2019年6月以來黑衣人打砸搶燒和破壞社
會治安，犯罪率急劇上升，車公可能希望大家
出入小心，支持員警嚴正執法。

劉先生有一點是說對了，那就是政府施政
要聽民意，不可以「逞英豪」、自以為是，
而社會亦要講公道。政府施政要聽民意是對
的，但是，香港社會形勢非常複雜，社會上
存在多元民意，更有不少民意是在反對派操
控之下做出來的，如果一味要政府聽從這些
民意，恐怕永遠做不成事；如果政府不團
結，沒有一點施政的「硬氣」，估計行政主
導要徹底玩完了。
至於「天眼恢恢疏不漏」應該與「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同義，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惡就要
受到懲罰，天網看起來似乎很不周密，但最終
不會放過一個壞人，所謂「不是不報，時辰未
到」就是這個道理。在香港違法犯罪、破壞法
治的暴徒是壞人，警察為了維護法治和社會秩
序而浴血奮戰，應該是好人，甚至是英雄，
「天眼恢恢疏不漏」這句話是怎麼都套不上香
港警察的。

如何解讀鼠年香港籤文？
顧敏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曾淵滄博士

對抗疫情需齊心協力 不可政治化自亂陣腳
新年伊始，新型肺炎來勢洶洶，「身體健康」、「百

病不侵」成為送豬迎鼠的流行祝福語。為加強防疫力

度，社會不同人士各自提出各種建議，特區政府應該予

以重視。不過，防疫要以科學為本，避免將事情政治

化。動輒訴諸罷工等政治鬥爭手段，不僅無助客觀科學

討論問題，反而是自亂陣腳。港人亦應記取，面對沙士

疫潮，全體香港市民憑藉共同抗疫的團結精神，官民專

家醫護同心合力，最終擊退沙士病毒。面對新型冠狀病

毒威脅，香港更須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應付疫潮威脅，

戰勝新型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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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新型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確診案例持續增
加，遍及全國多個省市，香港亦已出現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確診個案。農曆新年期間，面對洶湧多變疫
情，內地和香港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加強應對。

防疫措施合理合度合科學提振信心
連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牽動着社會各

界、全國人民的心。醫護團隊肩負重責，全國醫護
人員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手足之情。武
漢市內的醫院承擔大量疫情救治工作，不少醫護人
員自願加入防疫陣線，展現「不計生死」的決心。
為支援當地防疫救治前線的醫護人員，上海、北
京、四川等省市近日籌組醫療隊，趕赴武漢參與肺
炎患者的診治工作。在抗擊疫情的陣線上，不同民
間力量又運用自身技術和資源優勢，共同築起抗疫
防火牆，與政府相關部門、社會公眾攜手共渡難
關，包括設立專項基金助力加快醫療物資供給、

調度多方資源保障疫區人民日常生活、構築網絡防
疫陣線傳遞知識與服務等。社會上這些自發的行
動，共同譜寫了團結一致、共同抗疫、共渡難關的
抗疫主旋律。
香港為應對新型肺炎疫潮，特區政府日前已宣佈

多項措施，包括將防疫應變計劃提升至最高的緊急
級別，全港學校延遲至2月17日復課；暫停開放各
運動設施，包括所有體育館、運動場、各類球場、
游泳池及泳灘；文化設施如博物館、表演場地、圖
書館等亦暫停開放；來往武漢的航班及高鐵暫停、
健康申報表制度就會擴展至所有口岸；由周一凌晨
開始，香港已進行局部「封關」，湖北居民及除香
港市民外曾於14天內停留該地的人，都不可以入
境；任何從內地回港的香港市民，返港14天內亦應
盡量留在家中，如有需要外出應佩戴口罩等。防疫
措施只要合理、合度、合科學，可以最大限度地鼓
舞全社會共同面對疫潮的士氣，提振市民抗疫決心

和信心。

防疫以科學為本政治化不利抗疫
為加強防疫力度，社會不同人士各自提出不同的

防疫建議，特區政府應該予以重視。不過，防疫要
以科學為本，避免將事情政治化。有人提出「全面
封關」，甚至鼓吹醫護罷工抗爭相威脅，並不可
取。「全面封關」與否，屬於重大決定，特區政府
必須參考本地和國際專家意見，三思後行。鼓吹醫
護罷工抗爭，不僅影響醫療服務，更有可能打亂防
疫工作，對社會並無好處。訴諸罷工等政治鬥爭手
段，無助客觀科學討論問題，甚至有可能自亂陣
腳，不利防疫抗疫。正如港大公共衛生醫學講座教
授梁卓偉日前指出，「防疫政策只可基於科學，包
括政治在內的其他考慮必須摒棄」，否則一定「出
事」。
武漢肺炎疫情發展至今，目前仍在擴散，疫潮能

否短期好轉並未明朗。不過，在經歷多次抗疫經驗
的基礎上，現在社會防範病毒意識提高，防疫機制
更加完善，資訊透明度更高，大部分人都了解「冠
狀病毒」是什麼一回事，只要全社會上下一心，全
力對抗新型肺炎，定能更好地控制疫情擴散。

官民專家醫護同心合力戰勝疫情
港人亦應記取，面對沙士疫潮，全體香港市民憑

藉共同抗疫的團結精神，官民專家醫護同心合力，
最終擊退沙士病毒；當年醫護人員堅守崗位，廢寢
忘食，任勞任怨，捨身救人，充分體現了職業道德
和專業精神，沒有摻雜任何政治考慮，更打出了香
港防疫史漂亮一仗。應對新疫情，香港社會更需延
續和堅持這種堅毅不撓、八方支援的團結情操，與
特區政府一道爭分奪秒做好防疫工作，把抗疫措施
的效能在社區發揮得更大更好，全民動員，這次也
能夠渡過難關，戰勝新型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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