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當時醫護人員都承受很大的壓力，我也有同事感染，我們吃飯時，全部人會面

向一個方向……。」17年前還在公立醫院任職的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回憶起

SARS襲港時，香港醫護人員負重前行的情形仍然歷歷在目。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提到，香港當年是重災區，但沒有逃兵，雖然當時醫護人員亦無助、擔

心，但臨危不亂、謹守崗位、很齊心，「我們對此覺得非常自豪。」聽及有醫護人

員參與罷工，她感到痛心，她認為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是醫護人員的本分，就算任

何理由都不應該罷工，更不應該趁人之危和煽動他人。

醫生憶沙士：自豪當年無逃兵
以病人福祉為依歸是醫護本分 痛心有同行趁人之危罷工

林美玲當年在葵涌醫院任職，看診
室和飯堂與瑪嘉烈醫院共用，因

此雖然是精神科醫生，但亦會較一般人
有更多接觸病毒的機會，雖然當年有同
事染上SARS，但她與其他同事仍堅守
崗位，每日服務數十名受情緒病困擾的
病人，但她不斷向記者強調自己的工作
比起直接接觸疑似或確診病例的醫護人
員「微不足道」。

沙士一役證港醫療優秀
不過，談起當年醫護人員齊心抗疫的
情況，林美玲由衷自豪，「當年香港是
重災區，感受到醫護人員的壓力和惶
恐，但比起其他不是重災區的地區有醫
護人員要從隔離的醫院爬窗逃走，我們
沒有逃兵，我們看到當時自己有多優
秀，多齊心，我們是全球很優秀的團
隊。」
她對抗擊疫情的前線醫護人員充滿
敬意和感激，「因為事實上他們是用
自己的生命來守護香港市民的健
康。」但近20年過去，面對類似的抗
疫場景，香港的醫護界卻出現雜音。
提到有部分醫護人員罷工，她說感到
非常痛心。她始終無法理解「全面封
關」等任何訴求與醫護人員罷工的關
係。身為醫護人員，林美玲說，非常
理解醫護人員壓力大、人手不足等諸
多困難和訴求，亦認為政府應該為醫
護人員提供足夠的保護和物資保障，
以讓他們安心照顧病人，「但當日我
們選擇做醫生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誓

章，無論如何都不會離棄病人，無論
如何都會守護他。」她強調，無論任
何原因都不能丟掉醫護人員的本分，
「更不可以趁人之危。」

願不收分文返公院服務
雖然無法走在防疫一線，但林美玲認

為一定要出一分力，香港私人執業專科
醫生協會在網上招募私家醫生，到公立
醫院提供協助，她是當中的一分子，她
表示，「如果有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罷
工，我願意替他們返工，不收錢我也會

做。」
作為精神科醫生，林美玲關心港人的
精神健康。她表示，去年下半年的社會
事件尚未完全結束，許多市民根本未能
從惶恐中透氣，現在又有疫情，令到許
多人都感到非常擔心，壓力增加亦會增
加有情緒問題的風險。她建議大家無論
遇到再大的挑戰，都要齊心，心平氣
和；而針對社會上關注的「封關」問
題，亦應相信科學數據，考慮多重因
素，作出專業判斷，而不要讓感性戰勝
理性，過分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黃
醫護工會」鼓動罷工下，仍有一班盡
忠職守的醫護，抱着救急扶危的初心
與港人齊心抗疫。有返工的醫護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醫院有些部
門超過一半醫護罷工，在「十個茶煲
七個蓋」的情況下，返工的醫護工作
量大增，但士氣高昂，盡力維持醫院
的服務如常，更有醫護「捱義氣」撤
銷假期回醫院「頂更」，也有醫護在
醫院各病房來回「穿梭」工作，只為
分擔返工同袍的工作量，讓病人獲適
切的照顧。

兩醫護照顧50人病房
任職醫管局支援職系的黃垚銓昨日

如常返工，她表示所任職的醫院昨日
得以正常運作，全賴數名同事「捱義
氣」撤銷假期回醫院「頂更」。縱使
面對有醫護罷工，令壓力、工作量上
升，仍無阻他們履行醫護天職，盡責
地照顧病人。她表示，雖然要「做埋
罷工（醫護）嗰份，平時4人負責1個
50人的病房，今（昨）日只有兩人負
責，但是大部分同事仍然謹守崗位，
才使服務沒有出現嚴重問題。」據她
了解，她所屬的醫院每個病房平均有
一、兩名同事罷工，但仍有不少同事
正常上班共渡時艱。
瑪麗醫院內科護士潘小姐表示，

「我家要趕返去，因為同事少
咗。」她為免耽誤服務，匆忙地只透
露醫院大致情況，她說：「我負責的

病房原本有約30名護士，今（昨）日
超過一半同事罷工，但始終要有人在
病房工作，否則病人無人理，怎辦
呢？」說畢，她便「急急腳」跑回工
作崗位。
兒童心臟科醫生倫先生表示，「救

命、緊急的服務，醫護應該仍然可以
做到。」他認為，雖然最好能夠減截
源頭，因長此下去，遲早發生社區爆
發，屆時醫管局不能承受這麼多人，
但也不應以罷工手段達到目的，因為
受害的是一班病人。
任職門診護士的香港公共醫療護士

協會主席鄭少萍表示，她所任職醫院
的門診部昨日未有受罷工嚴重影響，
「只有1名文職同事罷工，其他同事
全部均有上班，使門診部得以正常運
作。」

百忙仍安撫病患家屬
香港機構醫生協會主席、內科醫生

黃耀明表示，「前日醫生同護士都
full team（全數上班），相信昨日都
一樣」。他表示，其任職的黃竹坑醫
院沒有急症服務，但醫護都很齊心，
惟一較大的轉變是護士多了接聽電
話，安撫病人家屬的情緒。「因為醫
院實施隔離政策，謝絕探病，使人流
較以往大幅減少，但仍有不少病人家
屬致電關心病人情況，同事們都很耐
心聆聽，並安撫家人情緒。」他希
望，市民能夠體諒在「抗炎期」所實
施謝絕探病的隔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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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面對
重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本港
多個社團陸續伸出援手，向本港有
需要人士特別是兒童捐贈1.5萬個口
罩，亦有向家鄉捐贈消毒紙巾、醫
用手套、防護鞋套等防疫物資。各
社團首長均表示，未來會繼續籌集
防疫物資並捐贈予有需要人士。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港

龍會）主動聯繫多間醫療物資的生
產廠商，募集物資並捐贈予有需要
人士。當知悉不少兒童院因儲備不
足將面臨口罩短缺，於是率先向香
港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保良局兒
童之家、東華三院兒童之家等捐出
1.5萬個口罩，幫助有需要的兒童。
港龍會會長魏明德表示，將繼續

馬不停蹄地集合更多海內外醫療物

資，捐贈香港、內地，盡全力幫助
有需要的人士，繼續把愛和關懷傳
播出去。當中港龍會常務副會長吳
光彥則率先贊助100萬元。

海南社總防疫物資抵瓊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向海外採購首

批防疫物資昨日抵瓊，助力家鄉疫
情防控。今次總會向家鄉捐贈消毒

紙巾、醫用手套、防護鞋套等防疫
物資，總值15.4萬元人民幣。這批
防疫物資均由社團動員鄉親奔走於
新加坡、澳洲等地進行採購，所購
物資將捐贈予海南省紅十字會，用
於海南防控疫情。
該會會長張泰超指，未來幾天還

將有10萬個口罩以及護目鏡、體溫
計等醫療物資陸續抵瓊。他說，香
港的40多萬海南鄉親，從大年初一
開始已設法購買抗疫物資，冀為內
地抗疫作出貢獻。

港龍會贈1.5萬口罩護院童

■香港海南
社團總會將
防疫物資移
送當地紅十
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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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玲醫生痛心有醫護人員參與罷工，認為應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就算任何
理由都不應該罷工，更不應該趁人之危和煽動他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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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無情人有情，面對新型肺炎
洶湧來襲，本港有政黨、社團和企
業齊齊向全社會尤其是基層家庭和
弱勢社群伸出援手，保障必需品供
給，採購防疫物資分派給有需要人
士，令人倍感溫暖。香港人一起經
歷風浪起伏，共同戰勝沙士等嚴重
疫情，越是困難，我們越要齊心協
力、團結友愛，為抗疫戰注入正能
量，給香港帶來新希望。

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嚴峻，本港
多個政黨、社團、企業連日來展
開行動扶助社群，共同抗疫。民
建 聯、 工 聯 會 已 向 街 坊 派 送 口
罩 ； 很 多 社 會 團 體 紛 紛 伸 出 援
手 ， 在 海 外 採 購 口 罩 等 防 護 物
資，免費派發給有需要的家庭和
人士；華潤等企業盡全力保障供
港民生物資供應，不少企業紛紛
捐資支援內地和本港抗疫。

本港現時面臨防疫物資短缺，尤
其口罩供應十分緊缺，市民「一罩
難求」，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對疫情
的恐慌。現時市面上有口罩被炒至
200 至 300 元一盒，對生活捉襟見
肘的基層家庭是難以負擔的天價，
基層家庭居住環境狹小，衛生情況
差劣，如果缺乏防疫物資，無疑會
成為防疫的軟肋。有見及此，各政
黨、社團和企業紛紛從多渠道訂購
口罩、消毒潔手液等派給基層市

民，彰顯本港社會扶助弱勢社群、
關愛基層人士的良好傳統。

面對疫情， 市民感受到來自各
方的濃濃關愛之情。中央有關部門
積極協助特區政府防疫，協助調集
口罩等醫療物資供應港澳，支持和
配合特區政府採取積極的防控措
施。根據疫情變化和內地往來港澳
人流的實際情況，內地有關部門主
動暫停了內地居民個人遊、團隊遊
和商務等簽註，加強口岸檢驗檢疫
和通關管控，調整內地往來港澳航
班班次，暫停內地與香港的鐵路交
通，為本港做好防疫提供有力支
持。

特區政府正和社會各界齊心協
力、同舟共濟，動用一切力量採購
防疫物資，支援前線醫護人員堅守
崗位，更好地照顧病患，打好防疫
戰。與此同時，不少企業願意安排
員工在家工作，縮減工作時間，甚
至暫停項目建設，負起企業社會責
任，與市民共度時艱。

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就
是同舟共濟、攜手踏平崎嶇，激勵
港人歷劫重生，戰勝沙士、禽流感
等重大疫情。面對新型肺炎疫情，
有中央一如既住的鼎力支持，全港
市民齊心協力，繼續發揮獅子山精
神，一定能取得防疫狙擊戰的最終
勝利。

齊心抗疫就能凝聚正能量
本港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首宗死亡個案，社區傳播

風險大增，疫情更趨嚴峻之際，「醫管局員工陣線」煽
動的罷工升級，進一步影響病人服務，令公立醫院負擔
百上加斤，大大增加抗疫的難度和風險，這場政治罷工
的禍害猛如病毒，是當前香港防疫的最大威脅。同時，
由禍港政治組織策劃的罷工正在醞釀，針對堅守崗位醫
護的「起底」欺凌猖獗，更暴露泛暴派正在推行一場有
組織、有預謀的「少數人的暴政」，借疫症發難，以政
治凌駕公眾安全，嚴重干擾抗疫，衝擊政府管治，癱瘓
香港，損害全港市民的安全和利益。

因為「全面封關」等五大訴求得不到滿足，「醫管局
員工陣線」不理社會勸喻，漠視病患安危，一意孤行擴
大罷工規模，煽動4000多名醫護人員參與罷工，當中
3000多人是醫生、護士，對公立醫院的服務造成極為
嚴重影響，急症室、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受到衝擊尤為
顯著，非緊急服務近乎關閉，個別醫院的緊急服務亦受
影響。

目前在新型肺炎和冬季流感雙重夾擊下，公立醫院的
服務本已不勝負荷，數千前線醫護在人手最迫切的情況
下袖手，令病人需輪候更長時間才能得到治理，對病患
極不負責，違反專業道德，更增加奉行天職、堅守崗位
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提升抗疫成效、防範社區擴散，
關鍵在於及早診斷、及早隔離，大批醫護人員罷工，難
免對診斷、隔離的進度造成一定影響，增加前線病患、
醫護、市民受感染的風險。這場自稱「罷工救港」的罷
工，實際禍港殃民，置全港市民於危難之中。

去年的修例風波，泛暴派掀起以罷工罷課罷市要挾政
府的歪風，企圖衝擊本港社會穩定。所幸市民反應比較
理智，「三罷」行動未能造成太大波瀾。如今疫情襲
港，在修例風波活躍的各路禍港政治組織，聞風而起，
蠢蠢而動，利用抗疫之名處心積慮謀劃罷工，企圖再令

政治爭拗白熱化，令香港防疫百上加斤。
此次除了醫護組織打頭陣，製造罷工逼政府全面

「封關」外，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亦要挾，若政府不全
面「封關」，將發動罷工；國泰、港龍的工會同樣揚
言，將以罷工逼資方全面停飛內地。「醫管局員工陣
線」是修例風波中冒起、在近日罷工中搶風頭的政治
組織，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前身為「政治工運常客」職
工盟的成員，港龍工會的搞手施安娜更是修例風波的
「風頭躉」。這些披工會外衣的政治組織，利用抗
疫問題趁火打劫，危言聳聽煽動罷工，以癱瘓服務擾
亂政府科學防疫部署，打擊政府管治威信，拉抬自己
的聲勢，增加政治本錢。這樣的罷工絕非從市民健
康、公眾安全考慮出發，而是想社會分化，不能集中
精力專注防疫，給防疫添煩添亂，這些政治組織、罷
工搞手根本是香港的禍害。

煽動政治罷工，妨礙抗疫已經可惡可恥，亂港政棍、
暴徒打壓正義的惡行更喪心病狂、毫無底線。私隱專員
公署表示，在進行網絡巡查時，發現有針對上班或提供
協助醫護人員的「起底」帖文，私隱專員黃繼兒批評有
關行為令人不齒，警告行為除觸犯《私隱條例》外，亦
違反各地奉行的數據道德標準，更罔顧公共利益，定必
不為法律所容和公眾接受。

在修例風波中，針對警隊及家屬的「起底」氾濫成
災，企圖干擾警察盡忠職守、捍衛法治，製造有利違法
暴力的「獨裁自由」「民主霸權」。如今「起底」在堅
守崗位的醫護人員身上重演，正正反映煽動罷工的搞手
及其背後勢力，逼人罷工、阻礙抗疫無所不用其極。對
於這種顛倒黑白、以邪壓正的惡行，政府不能等閒視
之，不能口頭譴責了事，一定要追究到底，依法嚴懲，
保護盡力抗疫的醫護人員，弘揚正氣，遏制邪惡，凝聚
人心共同抗疫。

政治操作禍如病毒 香港防疫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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