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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括香港和各地都在為抗擊新型肺炎做最
大努力。內地各地醫護人員紛紛請戰，要求前去武
漢一線抗疫，情景令人感動。國際社會包括世衛組
織、一些發達國家的科學家，也在加緊研究新型冠

狀病毒治療方案和疫苗的研發。
在這個「世界村」中，人們明白，當侵害人類的病毒來臨，人們

必須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共同對抗疫症。但是在香港，有一種反
常的狀況令人擔憂。公立醫院一些醫護人員，在非常時期紛紛「請
假」，據說已有近百人了。更不可思議的是，有醫護「工會」提出
要罷工，要挾特區政府實施「全面封關」等「新五大訴求」，將泛
政治化的訴求凌駕於港人生命健康之上。
醫護人員一向被稱為白衣天使，因為他們的天職是治病救人、護

理病人。世界護理事業的創始人南丁格爾曾說，「護士必須要有同
情心和一雙願意工作的手」，「能夠成為護士是因為上帝的召喚，
因為人是最寶貴的，能夠照顧人使他康復，是一件神聖的工作。」
南丁格爾以她對不同病症、不同病人無差別的悉心護理，完美詮釋
了什麼叫人道主義。她的人性光輝，讓「護士」這一職業被全世界
重新認識。
今天，當疫情來勢洶洶，全民抗疫進入關鍵時刻，南丁格爾的精

神更應在香港大力發揚。可惜原本應該在第一線的一小部分醫護選
擇逃避。然而，人命大於天，醫者需仁心。作為醫護專業人士，選
擇了醫護這一神聖的工作，就意味着選擇了協助病患與疾病抗爭，
就應在此時此刻承擔自己的天職，這樣才不愧對750萬香港市民。

醫護人員是專業人士，此時此刻，應該是抗疫的定海神針，給市
民信心。想想2003年SARS期間，在不明病因、不知源頭的情況
下，香港醫護人員和全體市民一道，齊心抗疫，最終取得勝利。當
年香港能做到，今天我們有理由做不到嗎？
食物及衛局局長陳肇始在港台節目中，回應有醫管局員工計劃罷

工時流淚了，她是在為香港擔憂。泛政治化侵蝕到治病救人的神聖
職業，這是絕不可接受的！
不過，我對香港大多數醫護人員充滿信心，長期以來他們奮戰在

抗疫第一線，確保患病者獲得適切照顧，他們負責任的使命感令人
感動，贏得廣大市民的敬佩！
近日更有不少醫護人員加入志願服務，值得讚賞。
疫情過後，香港天空照樣燦爛明媚！

鼠年伊始，武漢爆發重大疫情，迅速傳播至全
國。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舉國體制迅速發揮了抗
擊疫情的巨大作用，黨員幹部奔赴一線處理疫情工
作，應對疫情的專門醫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在數
天內將建設、建成並投入使用，全國支援疫區全面
啟動，「全民宅家過年，見屏如見人」也成為過年
新習俗。
舉國體制確保了抗疫工作的「全國一盤棋」，從上到下充分統

一思想，全國統一調配資源支援抗疫，抗疫不力的官員，第一時
間被撤職及問責；發國難財、哄抬物價的，第一時間遭法律懲
處。「抗疫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連世界衛生組織都對中
國所採取的防控措施點讚：「中方所做的是很強有力的措施且全
力以赴」。
事實上，中國所採取的強有力措施，不僅在處理本國的疫情具有

重要作用，對防止疫情向海外擴散，也起到重要作用。人類本來就
是命運共同體，應對災害等重大危機，沒有誰能獨善其身。正如日
本支援武漢物資上寫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盛唐時，日本遣人來中國學習佛法。長屋贈送中國大德的上千件
袈裟，邊緣都繡着一首偈子：「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
共結來緣。」據《宋高僧傳》記載，一千多年以前，55歲的鑒真
法師，從中國揚州大明寺出發，歷盡顛沛流離、長途跋涉之苦，六
次東渡終於到達日本。那時鑒真法師已經67歲，他到日本以後，
講授佛學理論，主持建造了唐招提寺。他的到來，不僅讓日本佛教
有了徹底的改變，更對日本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故典，正是千年來人類文化傳承及相

互交流的真實寫照，「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人類的本能反應。
值得一提的，還有澳門特首賀一誠身先士卒，奔赴關口一線檢查防
疫工作，並贈送5萬個口罩給珠海醫院，這些做法非常值得香港學
習和借鑒。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
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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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發揚當年港人齊心協力抗沙士精神
新型肺炎襲港，全社會理應上下一心、團結齊心抗

疫，但泛暴派在修例風波期間成立的醫護工會「醫管局

員工陣線」，卻將疫情「政治化」，以特區政府拒絕全

面「封關」為名，投票通過由今日開始罷工。今次煽動

醫管局少數員工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去年12月

暴亂時才成立，由多名有「撐暴」背景的成員把控，可

見其煽動罷工的目的，與煽動暴亂搞衰香港的目的如出

一轍。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醫管局共有 79,659 名員工。「醫管局員工陣
線」，聲稱有1.8萬名會員，他們聲言有8,478名醫
護簽署了「罷工宣言」，並於前日搞罷工投票，惟
投票人數不足其會員人數的兩成，只有3,164人參
與，其後以3,123票通過罷工。醫管局79,659名員
工對3,123票通過罷工，比率是25.5：1，顯然，
「醫管局員工陣線」煽動少數員工騎劫絕大多數員
工，絕不能代表絕大多數醫管局員工。港人要對絕
大多數堅守崗位抗疫防疫的醫管局員工，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謝。

泛暴派煽動醫管局少數員工罷工
面對「醫管局員工陣線」趁你病攞你命，製造社會

分裂對立，對遭受疫情威脅的全體市民落井下石的險
惡行為，曾經歷過2003年沙士的醫護、病人均不勝
唏噓。醫護人員都深切了解，「希波克拉底誓約」與
「南丁格爾精神」奠定了醫療專業的人道精神，彰顯
醫護人員以病人的利益為中心，獻身醫學的價值觀，
不斷地鼓舞歷代的醫護人員以專業和愛心醫護病人，
直到今天，不僅醫護人員如此自我期許，社會大眾

也賦予他們相當崇高的期許。因此，市民要質疑以罷
工方式威脅政府綁架市民的少數醫護人員，你們是否
忠實踐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和秉持南丁格爾精神？你們
是否像謝婉雯醫生一樣，有着高尚的情操，本着醫者
父母心，去為所有市民服務？
其實，少數罷工的醫護人員，在修例風波中已令

人側目，他們一邊說工作繁忙連吃飯都沒有時間，
一邊卻有大量時間在醫院內設立各種「連儂牆」傳
播謠言，有大量時間仇警屈警，並且定期搞反政府
集會，有醫生更因為參與違法行動被捕。
與沙士時香港捨生忘死、搶險救人的醫護相比，

少數視病人安危如草芥的罷工醫護，其醫德之墮落
令人瞠目結舌。因此，對泛暴派煽動醫管局少數員
工落井下石危害社會，本港更要發揚2003年面對沙
士疫潮齊心協力抗疫的團結精神，毋忘當年在疫症
中緊守崗位、無畏無懼的醫護人員。

2003年2月香港爆發沙士，最終共1,755人感
染，當中有299人喪命。當中有6位是公立醫院醫護
人員和兩位私立醫院（診所）醫生，包括被譽為
「香港女兒」的公立醫院醫生謝婉雯。當時接收了3

位「沙士」病人的屯門醫院因胸肺專科醫生不足，
謝婉雯自動請纓由內科病房調到深切治療部照顧病
人，其間不幸殉職。對於謝婉雯的無私奉獻，全港
市民無不動容，她的喪禮以最高公職人員殉職的規
格舉辦，時任特首董建華及一眾高官，與900多名
醫護人員及市民出席，遺體蓋上特區區旗後，送往
和合石公職人員墓地浩園安葬。除了謝婉雯，其餘
五位殉職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包括劉永佳、王庚娣、
劉錦蓉、鄧香美、鄭夏恩，均獲追授銀英勇勛章。
特區政府為紀念他們謹守崗位、無私奉獻，在香港
公園太極園設立抗沙士紀念園，園內放置了沙士殉
職醫護人員銅像，表揚專業醫護精神。當時在威爾
斯醫院前線抗疫的醫護人員，獲2003年《時代週
刊》評選為「亞洲英雄」之一。

「香港女兒」謝婉雯無私奉獻港人動容
有網民批評，少數醫護人員罷工毫無職業道德之

外，更違反醫學倫理，醫生護士最大的任務應該是
去救人，而非借醫療而達到自己目的。有網民指
出，病毒不會摧毀香港，但因為政治而用醫護身份

罷工就是摧毀香港，摧毀香港人對他們的信任。還
有網民指出，身為一個醫護人員如果沒有醫者父母
心，已經不配做一個醫護人員，何況是罷工？

正當內地大批醫務人員在國難當頭之際紛紛自告
奮勇，從全國各地支援武漢，與武漢人民共渡時艱
之際，正當國際社會支持中國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之際，正當日本、韓國、俄羅斯、越
南、馬來西亞、哈薩克、德國、英國、法國、匈牙
利、澳大利亞、阿爾及利亞、伊朗、土耳其等國政
府紛紛主動捐贈防疫醫療物資，表達對中國抗擊疫
情的堅定支援之際，香港有少數違反醫學倫理的醫
護人員，真是份外令人傷感，不論他們出於什麼政
治目的和訴求罷工，這些敗壞醫德的行為都不能接
受，全世界也不會認同這種行為。
今天，全體市民和醫護人員，面對港人的生命安

危，有再大的政治分歧都應該放在一邊，要發揚
2003年港人共同抗疫的精神，「同舟共濟，拋棄區
分求共對」，縱使面對逆境，只要大家共同勉勵，
眾志成城，全力以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能渡過
難關。

香港各界當前正全力應對疫情侵襲，但泛
暴派卻沒有停過煽風點火、上綱上線，他們
挑動罷工，利用疫情來製造新一輪的政治風
波，目的就是對準9月的立法會選舉。唯有
香港風波不斷，民不聊生，社會對立，泛暴
派才可以渾水摸魚，在立法會選舉再下一
城，所以泛暴派絕不會讓香港社會有半刻平
靜，不會讓港人有片刻「安生」，在政治利
益面前，暴亂、疫情、人命都只是他們挑動
政爭的工具。
近日，泛暴派內亦開始就9月立法會地區

直選的佈陣而明爭暗鬥。去年區議會選舉躺
着也當選、空降也當選、不做事也當選的經
驗，令泛暴派躊躇滿志，打算在立法會選舉
上再次橫掃五區。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不可能
一時三刻消退之下，不少泛暴派政客都認為
這是其進軍立法會的最好機會，誰都不想拱
手讓人。始終政治一日已經太長，4年後政
治形勢如何無人能預料，這次自然不會放過
參選機會。於是，多名因為這場反修例暴亂
而暴得大名或曰暴得「惡名」的泛暴派素人
紛紛表示有意參選，借此搶得先機先行「卡
位」。

利用激進定位吸納「激進票」「本土票」
其中，在反修例暴亂中負責發動學界暴

徒，在校園內策動政治風波，參與違法衝擊
的一眾學界激進搞手，更是躍躍欲試，包括

浸大學生會會長、去年8月初因在深水埗購
買具傷害性鐳射筆被捕的方仲賢，盛傳將出
選九龍西；曾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
及時事委員會主席、中西區區議員梁晃維將
出選港島；「831太子站」騷亂事件中被捕
的教大學生會會長梁耀霆亦傳有意落戶新界
東，等等。三人中以方仲賢的參選熱情最
高，最「當仁不讓」，原因是在反修例暴亂
一役，他積極投入，七情上面演出，更因此
惹上官非，自然要得到「回報」。立法會議
員薪津吸引，以方仲賢之流正常打工怎可能
賺得這樣豐厚的收入？
而他有意落戶九龍西，更是看準九龍西現

時只有傳統反對派政黨盤據，「激進本土
派」因為游蕙禎被DQ而一直失去了領軍人
物，傳統反對派政客雖然口裡說「齊上齊
落」，但誰都知道黃碧雲、毛孟靜之流只為
抽水，只是為了吃「人血饅頭」，騙取他們
選票，並非真的「自己人」。所以，方仲賢
特意選九龍西落戶，正是看準傳統反對派的
「死穴」，利用其激進定位吸納這些「激進
票」、「本土票」，從而奪取議席。

與外部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
方仲賢的參選當然打亂了傳統反對派政黨

在九龍西的部署，他們的目的是在五區全線
出擊，在直選取得20席以上，並希望這些
學界、「勇武人士」為他們抬轎，催谷「激

進票」、「本土票」出來。在九龍西，已經
有民主黨黃碧雲、公民黨「叛將」毛孟靜兩
席，毛黃不會退，公民黨一直表明要五區都
有議席，幾可肯定會派黨內新人參選，民主
黨眼見區選有利形勢，也計劃讓黨內新人與
黃碧雲分兩條隊出選。本來，只要做好大黨
之間的協調，在利益上交換，不難完成排
陣。但反對派政客太小看這些「素人」，方
仲賢之流怎可能會為民主黨、公民黨、毛孟
靜抬轎，因為政客幾句「齊上齊落」，就甘
心為其效犬馬之勞，放棄立法會議席？他們
在反修例暴亂上的合作，主要是因利苟合，
各取所需，現在正是「分田分地」之時，學
界怎會再聽反對派政黨指揮？
方仲賢之流不但不會抬轎，更會鵲巢鳩

佔，在五個區搶先表明參選，製造先聲奪
人之效，並且以其所謂學界背景、「政治
素人」的「光環」，令反對派不敢阻止其
參選。只要他們搶先表態，反對派政黨就
會相當被動，甚至被迫支持，這就是近日
學界不斷放風參選的主要原因，目的就是
要搶參選權，鵲巢鳩佔，反客為主。而
且，不要忘記，這些學界代表，與外部勢
力有千絲萬縷關係，方仲賢更與台灣關係
密切，他們要參選，反對派阻不了，之後
又敢不支持嗎？或者，戴耀廷又是時候出
來推銷「乜乜計劃」，以發揮「勸退」的
作用了。

方仲賢鵲巢鳩佔 反對派打錯算盤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近年來，美國改變對華政
策，開始對中國全方位施

壓，透過持續的科技戰以及經濟、貿易和金
融施壓，盡可能抑制中國科技創新和製造業
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高端升級，更加明目張
膽在香港、台灣、新疆和西藏問題上加強對
中國內政的干預，以及對中國意識形態攻擊
等等。
毫無疑問，在此形勢下，中國承受極大壓

力。面對內地負面消息，香港有人興高采烈

地站在美國一邊，高調散播「中國經濟即將
崩潰」、「中國必敗」論，鼓吹中國與其負
隅頑抗，不如「及早投降」，乖乖給美國送
上經濟主權保平安，不要牽連香港。

但讓人大惑不解的是，當中美簽訂第一階段
協議時，這些人又突然民族主義上身，大罵中
國政府重蹈120年前晚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
約覆轍，「喪權辱國」。這些人在一旁「食花
生」做評論員，以為中國國運與自己無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更讓這些人興奮

地宣稱「支爆」，對內地幸災
樂禍，有香港醫護人員更發起
罷工保命。
香港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香港人生活在

中國領土上，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疫情
面前不能選擇逃避，更不應在困難時刻多踩
一腳，企圖令疫情擴大。傷害國家，其實也
傷害香港、傷害港人。
新一年祝願：天佑中華！中國加油！武漢

加油！

香港與國家共命運 疫情面前不能逃避
鄧咏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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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襲港，市民為了購買醫
用口罩在藥房前大排長龍，這個場景四處可
見，令人不安。令人氣憤的是，聽說竟有藥
房售賣二手口罩！難道我們要讓這些黑心商
人利用疫情來謀取暴利？很明顯，黑心商人
是人民公敵，必須將其繩之以法。
為了解決危機，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

非常行動——停駛高鐵和跨境渡輪等，中央政
府也已暫停簽發訪港通行證。特區政府所採取
的措施及時、有效。可是，反對派卻要求全面
封關，全面禁止內地人士進入香港。即使在
2003年沙士襲港期間，我們也沒有實施全面
封關。因此，我們有必要採取一切合理預防措
施，但不能過度反應而危及自身利益。

反對派明顯只想利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實
現其政治目的，而並非真正關心公眾健康和

香港經濟。
美國方面打着保護國家防止病毒入侵的旗

號，擬禁止所有中國航班着陸。可是，此舉
更像是美國借機鼓動其盟友孤立中國，損害
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反對派甘願做美國抗衡
中國的馬前卒，難怪他們如此聲嘶力竭地要
求全面封關。
表現最卑劣的莫過於在暴亂期間創立的

「醫管局員工陣線」。此組織與反對派有密
切聯繫，他們威脅政府要全面封關，並因此
於今天發動罷工。在1月29日，三間公立醫
院就有大概90名護士集體請病假。廉政公
署曾經有一個典型案例，公署對一名懷疑請
假病假的員工進行內部調查，結果涉事者被
判15個月監禁。醫管局應警誡變相罷工的
護士，承諾進行內部調查，並考慮把案件轉

介給廉政公署，啟動司法程序。
這些集體請病假的醫護人員應感到羞恥。在

2003年沙士襲港時，香港醫務人員的使命感
和無畏精神享譽全球，與台灣形成強烈對比，
皆因當地的醫護人員逃離醫院逃避抗疫職責。
香港那群威脅罷工的醫護人員應該向內地的同
行學習，他們成立超過50個義務醫療團隊，
趕往湖北協助抗疫。而現年84歲、備受尊崇
的呼吸系統專家兼沙士英雄鍾南山無懼高齡，
也投身抗疫戰，為抗疫工作出謀獻策。有評論
指香港這群年輕的醫護人員和黑衣暴徒是一丘
之貉，都是20年來教育制度失效以致道德淪
喪的產物，真是一針見血！
（註：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曾任

副廉政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
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新型肺炎暴露社會公敵的醜行
郭文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