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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新型肺炎蔓延，在1月
25日，特區政府宣佈提高防疫機
制至最高級別的「緊急」級別。
目前，香港已經有8宗確診新型
肺炎個案，昨日新增兩個新型肺
炎懷疑個案，形勢嚴峻，特區政
府審時度勢，已決定在1月30日採取局部封
關，讓仍在外遊的香港市民有足夠時間回港，一
方面減低病毒跨境傳播，另一方面維持受監控的
局部「人和貨物」的流通。並實施暫停郵政局、
運輸署和社區中心等服務，加強防疫，這些新措
施值得支持。
可惜，泛暴派卻別有用心，利用疫情，顛倒是

非黑白，大肆炒作，進行分化，挑起仇恨，政治
凌駕抗疫，更鼓吹醫護人員進行罷工，摒棄民
生，試圖破壞香港行之有效的醫療體系、社會安
寧和廣大市民的福祉，必須予以強烈譴責。
這兩天，有很多護士同時因病缺席，令到醫院

人手短缺，出現病人嚴重缺乏照顧的情況，這是
巧合嗎？是否「詐病」去表達不滿及所謂的「五
大訴求」？情況令人擔憂。無論如何，祝願患病
的醫護人員早日康復，身心康泰，放下政治成
見，無分紅黑黃白藍，早日回到醫護崗位，盡心
盡力替醫院和病人服務，贏取市民的掌聲。
特區政府必須嚴格管控出入口的衛生，特別要

管理好社區的衛生，加強防疫的措施，比如勤清
洗街道和垃圾黑點及滅鼠，免費派發防疫口罩，
提供足夠醫療支援，及安排食物和支援給獨居長
者或有需要的人士，在地鐵站出入口提供消毒潔
手液給乘客即場使用，加強宣傳教育等。
另外，特區政府必須加強跟打算罷工的醫生護

士溝通，化解罷工危機。並呼籲廣大市民支持特
區政府和醫護人員，一起跟「黑暴」割席，大家
守望相助，同心同德一起對抗疫情，渡過難關，
走出困局。

香港現時的武漢肺炎確診個案
也是輸入性個案，因此政府的防
疫工作應由出入境管制開始。出
入境口岸防疫是香港防疫工作的
第一道及最重要的防線，若口岸
防疫工作能成功有效，將能堵截
外來輸入個案，亦預防病毒進入社區造成社區傳
播風險。
筆者與民建聯同事同特首會面時，強烈要求政

府加強出入境限制，禁止來自疫區的非香港居民
入境，除非他們持有由特區政府認可醫療機構發
出的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醫生證明書。其次，
政府應呼籲香港市民如無必要，切勿到訪確診疫
症的地區，而從確診疫症地區返港的香港居民，
應盡量減少到公眾地方，並遵從個人防疫措施，
以降低跨境人員往來的傳播風險。
另一方面，政府應即時對已入境及身處本港的

旅客開展健康追蹤工作，特別是來自湖北省的旅
客。同時，政府應更嚴格執行健康申報表制度，
要求所有入境人士必須填寫健康申報表，包括申
報曾乘坐的跨境交通工具、本港的住處及聯絡資
料。更重要的是，政府應於全部出入境口岸為所
有入境人士進行體溫檢測，若發現明顯或懷疑個
案，即時作出隔離及安排進一步檢測或醫學觀
察。
要做好防疫工作，的確要宜緊不宜鬆、宜多不

宜少、宜快不宜慢！政府今次應對疫情的工作要
更快速、更有預見、更有效率才成，切忌慢半
拍！要全港市民一起同心抗疫，就要先安市民的
心，穩住市民的信心。否則，缺乏預見和魄力、
等到事情嚴峻了才面對，會令市民失去信心，只
會令防疫工作更難處理及推行！

補齊國安短板 香港不容再拖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人民日報》撰文，指香港今天面

對自回歸以來最為嚴峻複雜的局面，如果國家安全體制機

制長期缺位，外部勢力就能夠無所顧忌地滲透破壞。駱惠

寧指，要着力補齊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突出短

板」，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駱主任的文章揭示出香港目前最大的危險和風險

點，在於國家安全機制存在短板，讓外部勢力有機可乘，

修例風波便是最突出例子。在維護國家安全一事上，特區

沒有特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國家

安全和人民福祉密不可分，無數事實證明，國家安全存在

漏洞，甚至成為敵對勢力的顛覆基地，受害的將是市民。

補齊國安短板，香港已是不容再拖。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持續超過半年的修例風波，對香港「一國兩制」
造成嚴重衝擊，其中反對派屢次與外部勢力和反中
亂港勢力勾結，更突顯出香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方面長期存在缺口。去年11月的四中
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並完善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
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的
體制機制，顯示修補香港國家安全短板，已是當前
一個重要工作。

修例風波衝擊「一國兩制」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發表文章，指出回歸以

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香港和澳門
的憲制責任和政治要求，稱將一如既往支持港府建
立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並
強化執法力量，「着力補齊香港『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的突出短板」，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實，修例風波持
續半年有多，從污損國旗國徽，到叫囂「港獨」口
號；從揮舞美國旗幟到要求制裁香港，都暴露出香
港在維護國安上的不足和漏洞，外部勢力肆意干
預、插手香港內政，現時在法律和制度上都未能切
實維護國家安全。
去年12月，澳門舉行慶祝回歸祖國20周年大

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嚴正表
明：「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處理這兩個特別行
政區的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勢力
指手畫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意志堅如磐石，我們絕不允許任何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駱主任的文章引
用了習近平主席這一重要論述，表明中央大力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建立和完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並強化執法力量，着力
補齊這一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突出短板。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港人福祉
修例風波對「一國兩制」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應對這場風波的關鍵，是要進一步堅持、捍衛、完
善「一國兩制」。四中全會公報強調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亦發表文章，深入闡釋全會決定有關「一國兩制」
的論述，提出6個方面完善「一國兩制」，包括要
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以及完善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
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的體制機
制。這些皆顯示，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機
制，既是當前急務，也是應對這場風波的必要之
舉。

修例風波至今尚未完全平息，「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固然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首要任務，但
透過法律和機制保障國家安全的工作也不容鬆懈。
一日未完成國家安全立法，一日也不能完全堵塞國
家安全的漏洞。必須指出的是，維護國家安全不但
關係國家發展安全，更關係港人的福祉。唯有維護
國家安全，港人才能享受安定繁榮的生活，分享國
家安全的紅利。

回歸以來的事實已經說明，中央永遠是香港繁榮
穩定的最強大後盾，從金融風暴、沙士的衝擊，到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央都一直為
香港的發展提供保障，維護好國家安全也是香港義
不容辭的責任。補齊國安短板，並且善用現有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政府以至全社會的憲制責
任，也關係廣大市民的利益。

2020的農曆新年在沒有喜慶的
氣氛中度過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還在持續擴散，依專家的表述，高峰
期就在近十天內，面對疫情，香港還將接受嚴峻考
驗。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級
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堅決
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
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自然，戰勝疫情主要依賴醫
學、依賴科學，但很大程度還依賴心理建設，消除
恐慌積極面對，才能健康生活。

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場疫情無法戰
勝。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指疫情
一星期或10天左右達到高峰，不會大規模地增加
了。數據也顯示，儘管這幾天確診病例呈直線上
升，但28日開始，疑似病例有較大數量的減少，
如果防範得好，疑似病例不增加，相信確診病例也
會掉頭。
而眼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牽動人

心，各類關於疫情的信息鋪天蓋地，甚至沒有事實

依據的消息，造成社會恐慌給疫情雪上加霜。心理
專家認為，面對疫情，在強調身體防護的同時，心
理防護同樣非常重要，各類疫情信息易造成恐慌，
而恐慌造成的心理危害同樣不容小覷。
面對還不確定的傳染疫情，阻斷傳播渠道是十分

必要的措施。鍾南山指，應對疫情有兩大重點，及
早發現以及及早隔離，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辦
法。「隔離」、「封城」都是為保絕大多數人不受
疫災的傷害，但疫情未來的「不確定感」容易導致
人們的焦慮和恐懼的情緒，也會因煩躁產生憤怒而
過於指責甚至產生暴怒。

最常見的是焦慮和恐懼，疫情持續時間長了，難
免產生不安。人們對「隔離」、「封城」的誤解因
網上的一些謠言煽動而加劇，導致過度恐慌，甚至
崩潰。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香港政府也站在
風口浪尖，一些人要求「全面封關」，有人甚至以
罷工相威脅。為了阻碍政府在本地區設立隔離區，
有人暴力相向、縱火堵路。失控的情緒，過度的焦
慮和恐懼情緒會導致機體免疫力的下降，這是研究

證實了的。預防疫情，從個人角度來說，首先要預
防心理疾患。
最不堪的是，一些不配合公共衛生制度的怪異行

為，還影響周邊他人的情緒，無疑給防治疫情製造
了新的困擾。廣州政府要求出街居民戴口罩，就有
市民故意不配合而要出動警察協助；香港有發燒隔
離的患者，竟要偷偷溜出醫院，被發現還躺在地上
撒賴；有疫區來的不自我隔離反而四處溜達，防毒
防病防武漢人的過激行為，都給社會秩序，給本已
繁重的防疫帶來了困擾。這些極端行為都屬心理不
健康，需要調整。

香港特區政府專門聘請了專家顧問團隊，為香
港的防治疫情擴散提供專業的意見，是很好的做
法。最好的心理建設，應該是盡量從主流媒體獲
取信息，更多傾聽專家防治疾病的專業意見。在
重大疫情面前，國人需要同心協力，團結一致抗
疫。而抗疫首先要從心理建設開始，走出焦慮和
恐懼，走出極端行為，才是可以戰勝疫情的第一
步。

面對疫情心理建設十分重要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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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執委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
院兼職教授

顏汶羽 民建聯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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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香港警務處網站上載的「國際排名」，仔細
看看香港治安和香港警察表現的排名，我們會更了
解香港現況。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發表的「全球人類自由指數

2019」，指數自2008年起每年發佈。2019年報
告評估全球共162 個國家/地區，以76 種個人和經
濟自由指標，就一系列的人類自由程度評分，包括
「法制及版權」內的「警察可靠度」。香港特區在
2019年的整體人類自由指數排第3，僅次於新西
蘭和瑞士，美國排在第15名，報告書「法制及版
權」內「警察可靠度」，2019年調查結果顯示香
港得8.9分，排名從2018年的第8名上升至第6
名，前5名分別是芬蘭、瑞士、新加坡、冰島和新
西蘭，而美國連20名都不入。

成立於1971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個獨立的國

際組織，透過凝聚商界、政界、學術界及其他社會領
袖的力量，共同制訂全球、地區和業界的工作項目，
致力改善世界現狀。《世界競爭力報告書》是一份年
度報告，於 2019年評估了 141個經濟體系的競爭
力狀況。該報告在2019年1月至4月調查16,000
位商界領袖的意見，在130個指標裡，其中一項是
「警察服務可靠程度」，1分是完全不能依賴，7分
是可以完全依賴，香港特區得6.4分，比2018年上
升0.1分，排在第6名，前5名是芬蘭、新加坡、瑞
士、冰島和巴林，美國也是20名不入。
位於英國倫敦的列格坦研究所，是一個公共政策

智庫，於2007年成立，致力協助人類過較富裕生
活而進行研究，每年公佈「全球繁榮指數」。該指
數評估全球共167個國家/地區的財富及生活質
素，以下述 12 項指標作比較：安全與保安、個人

自由、管治、社會資本、投資環境、企業條件、市
場進入及基建、經濟質素、生活條件、健康、教
育及自然環境。各個國家地區的「安全與保安」表
現以戰爭及公民衝突、恐怖主義、政治恐懼及暴
力，暴力罪案、財物被盜案件共5方面衡量，21因
素進行評估。香港特區在「安全與保安」排名方
面，2019年與2018年一樣排第4名，前20名也
同樣沒有美國。

就在2019年，泛暴派不斷散發仇警信息，甚至
不斷要求美國干涉香港特區的事務。可笑的是美國
的「警察可靠度」和「警察服務可靠程度」都遠差
過香港特區的警察，美國的「安全與保安」也比香
港差。難怪有台灣的名嘴評論員指「香港警察過度
自我克制」。無論如何，支持警察，維護法紀，才
是我們守護香港之道。

守護香港 警察有功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1日舉行，3000多
位嘉賓來自117個國家及地區，其中包括特朗普、
德國總理默克爾等53位國家領導人。
特朗普是論壇最紅明星。除他之外還有瑞典「環

保少女」、《時代周刊》年度人物格蕾塔·通貝里。
兩個職位、年齡不對稱的明星，卻能碰撞出令輿論興
奮的「火花」。畢竟，特朗普是缺席一年後的回歸，
正如法國《費加羅報》所言，特朗普來到達沃斯，不
像是捧場更像是拆台。然而，特朗普此行顯然帶着強
烈自信而來，他難以抑制地寫出了和世界政商大佬會
見的心情：「出發前往瑞士達沃斯，與世界和商界領
袖會面，給美國帶來好的政策以及額外數千億美元！
我們現在是宇宙第一，遙遙領先！」

極端浮誇的言辭，符合特朗普的性格。「全球第
一」的美國被描繪成「宇宙第一」，折射特朗普獨
特的心境。他的致辭更是淋漓盡致地炫耀他的政
績，他一方面強調他擔任總統前「美國經濟相當不
景氣」，另一方面讚揚自己領導下的「美國夢比任
何時候更大更好更強大」。至於本屆論壇議題之一
的應對氣候變化，他在強調美國「植樹10億棵」
的同時，不忘諷刺「預言氣候厄運的人」，他是在
針對瑞典「環保少女」和其他環保人士。
特朗普也不忘談及中美關係，內中釋放的信息量

還是很大的。按照特朗普的說法，以前經過「一段困
難時期」，現在是「最好時刻」，兩國「第二階段談
判即將開始，在此期間關稅保持不變」。總之，特朗
普的達沃斯之旅充滿了炫耀，不僅炫耀他治理下的美
國內政：從經濟增長到股市繁榮，再到就業率和消費
指標，也誇耀他單邊主義取得的成績，包括中美達成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特別是後者，中美兩強博弈達
成的第一階段協議，成為其威懾論壇政商大佬的有
力武器。對於環保主義命題，他向來視為迂腐之
談，根本不屑環保主義者的「危言聳聽」。
過分的炫耀和自大，也隱喻着特朗普的不自信。

一方面，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根本算不
上美國的勝利。就像《紐約時報》所言，美國獲得
了一紙協議，中國才是勝利者。客觀而言，中美達
成的第一階段協議應該是中美雙贏和全球多贏。特
朗普以勝利者的姿態誇誇其談，不過自戀而已。

另一方面，特朗普以「種樹」來應對全球氣候變
化，更是不切實際。「10億棵樹」在其第二任期
（如果有）內能否完成也是未知數。即使種上那麼
多樹，也未必能夠從根本上改善環境。何況，環保
主義關心全球氣候變化，既有希望全球各國統一行
動的現實意義，又是對地球家園前景不安的焦慮。
作為「宇宙第一」的超級大國總統，特朗普應該讓

美國做些什麼，即使什麼都不做，不退出《巴黎氣
候協定》也是對全球環保主義者的心理安慰。
糟糕的是，特朗普不僅毫不猶豫地「退群」，而

且嘲諷環保主義者，不給環保主義者一點念想，特
朗普成為環保主義者的靶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特朗普最大的不自信源自國內政治危局。一方

面，他的民粹主義和單邊主義，備受美國建制派的
批評。尤其是民主黨，無論是前總統奧巴馬，還是
現任眾議院議長的佩洛西，都是特朗普的勁敵。特
朗普只能用國內政績作為武器攻擊他的政敵。
然而，特朗普視為第一政績的「特朗普行情」即

十年大牛市，實在不能算是特朗普的政績。這也是
奧巴馬這位「前人栽樹」的成果，方能讓特朗普這
位「後人乘涼」。另一方面，特朗普當前最大的障
礙是彈劾，彈劾案已經到了參議院「終審」。雖然
共和黨在參議院是多數黨，而特朗普聘請了強大的
律師團隊，且特朗普對伊強硬政策獲得了極高的民
意支持，但特朗普也不敢輕忽。若最終彈劾定罪，
特朗普第一任期所有的努力都打了水漂，甚至會鋃
鐺入獄。他的「極限施壓」和讓美國「重新偉大」
的美國夢，也成了泡影。

特朗普的一切炫耀，都是為了破解彈劾圍城，實
現連任夢想。

特朗普欲借達沃斯「炫耀之旅」破解彈劾圍城
張敬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