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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醫護工會」漠視病人死活

鼓動醫護工潮，截至昨晚7時，

有逾5,100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

缺勤，公立醫院服務大受影響，其中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一名護

士要照顧20多名初生嬰兒；心導管中心逾半護士缺勤被迫暫緩手

術，甚至關閉中心；部分已預約的剖腹生產手術需要延期，打亂

產婦產子計劃。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張子峯表

示，情況長此下去難保沒有不幸醫療事故發生，呼籲醫護人員重

返工作崗位。不過，「黃醫護工會」漠視病人福祉，今日繼續工

業行動。

5100醫護缺勤 恐爆醫療事故
一護士照顧逾20初生嬰 剖腹生產手術延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黃醫護工會」昨日連續第三日發
起罷工，醫管局指截至傍晚7

時有逾5,100名員工缺勤，包括大約
300名醫生、3,100名護士、1,000名專
職醫療人員，及其他職系人員。
張子峯透露，罷工醫護中有約200人

是來自急症室，人數較前日醫管局公佈
有約100人多一倍，有一兩個急症室病
房需要關閉，以抽調人手接收新症病
人。

急症室新生嬰ICU重災區
急症室及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繼續
是受影響最嚴重的部門之一，張子峯並
表示，產科昨日亦有相當數量的醫生和
護士缺勤，部分預約剖腹生產的手術需
要延期，醫管局會想辦法為受影響產婦
提供協助，包括找其他服務提供者協助
她們生產。部分聯網的心導管中心更有
逾半護士缺勤，不少預約手術需要暫
緩，其中一個聯網更有心導管中心被迫
關閉。
張子峯指，當值醫護人手大幅減少
的情況十分危險，指現時雖然未有因
為醫護人手減少而發生不幸事件，但
認為情況長此下去難以擔保不會有事
故發生，呼籲同事停止罷工，「停一

停、諗一諗，現時是防疫最重要關
頭，這個時候不團結的話很難守住最
後防線！」他強調醫療服務十分重
要，希望如果要有同類行動，可由其
他界別負責。
對於醫管局會否追究罷工醫護，張

子峯表示局方會就每位同事的情況作
個別檢視，強調做法會兼顧法、理及
情，指決定亦要對留守的同事有交
待。他除了感謝繼續堅守崗位的醫護
人員外，亦提醒他們如果在提供服務
上遇上困難要向管理層反映，醫管局
會考慮進一步暫停部分服務，並向公
眾作出解釋。
另外，針對醫護早前反映部分病人

未有如實透露旅遊史的問題，增加病毒
散播風險，張子峯表示急症室系統將可
查閱病人過去30天的出入境記錄。
他指系統正進行測試，預計可於今

個星期內實行。

首批約數百萬口罩將抵港
張子峯重申，醫管局有3個月用量的
口罩存貨，指該局在1月中已增購口
罩，第一批約有數百萬貨量的口罩將會
稍後抵港，強調前線醫護會有足夠防護
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新型冠狀
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在本港持續
蔓延，有部分醫護人員發起罷
工，消費疫情，違背職業道德，
置病患生命於不顧。一班良心醫
護和熱心網民昨日成立「香港醫
護大聯盟」與「本港市民醫護關
注組」，發起網上聯署活動
（sign.caringhongkong.com），反
對醫護罷工，促「黑醫護」辭職。
至昨晚12時，已有逾19萬網民參
與聯署，發出反對醫護罷工的聲
音。

少數脅迫多數 連累無辜病人
聯署網站提出主張：做得呢份

工，就應有承擔；醫護罷工違背誓
言精神；少數脅迫多數，連累無辜
病人；黑醫護是「逃兵」，應該即
時辭職。短短數十個字，表達了大
部分醫護人員和市民的觀點和呼
聲。
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醫護

人員讀大學研究醫術，用的是納稅
人的錢，但他們竟然在緊要時刻出
賣港人，令人失望。也有網友反
問：「罷工令好多病人得不到應有
的救治，這種現象是否是一個文明
社會應有？」
在討論區上，有網民表示，原本
對政治冷感，參加聯署是因對39
歲患病男子不治表示哀傷。另有網
民表示，黑醫護草菅人命，人神共
憤，呼籲更多的市民「企出來」參
加聯署。
在此之前，香港護士總工會已

發起聯署，反對醫護人員罷工。
香港護士總工會表示，醫護人員
應該堅守崗位，不認同以罷工作
要挾手段，認為會引起公眾恐
慌，又呼籲退休或離職醫護有需
要時提供協助，減輕在職醫護人
員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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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昨晚12時，已有19萬網民參與聯署，發
出反對醫護罷工的聲音。 網站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蔓延，香港亦確診多宗
本地感染個案，但逾5,000名醫護人員昨
日繼續盲撐「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的罷
工，要挾特區政府「全面封關」，多間公
立醫院的服務均受影響，有病人雖然認同
醫護提出「全面封關」有理，但亦表明以
罷工方式爭取不能接受，擔心做法會令病
人未能及時得到適切治療而枉死。
醫管局昨日一早公佈，預料會有大量

醫護人員缺勤，緊急服務將受嚴重影響，
指各公立醫院急症室只能集中有限的值勤
人手提供緊急服務，呼籲病情輕微的病人
前往私家醫院或診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過屯門醫

院急症室觀察醫護罷工對醫院運作的影
響，發現急症室人流極為疏落，但次緊急
及非緊急病人的輪候時間仍長達逾兩小
時。
醫管局並指，醫院的專科門診昨日雖

然可以提供有限度服務，但亦表示病人可
於稍後致電更改診症預約時間，建議有需
要補充藥物的病人前往專科門診補充藥
物。
昨日前往屯門醫院補充藥物的唐伯伯

表示，公立醫院醫護人手長期短缺，在正
常情況下亦未必可以及時為病人提供協

助，批評他們在現時的緊急關頭仍發動罷
工，「醫生的職責是救人，是否『封關』
政府會按需要決定。」
陪丈夫到醫院覆診的陳小姐雖然認同

香港有需要「全面封關」，但就不支持醫
護繼續罷工，指自己今日在醫院逗留的時
間因為醫護人手減少而較平日長，認為罷
工已經持續3天，他們要表達的訴求社會
十分清楚，他們不可能因為政府一直未有
回應訴求而持續罷工。

醫生天職救人 應先做好本分
昨日到屯門醫院覆診的翁先生直言，

擔心若醫護一直罷工，病人將無法得到及
時治理。吳先生更批評罷工醫護將事件政
治化，指他們的行動會令無辜病人枉死，
「他們的訴求合理，但醫生的天職是救
人，他們應該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指出，留意到醫管局工會的
訴求，其目的與特區政府無太大分歧，
政府新措施目的也是減少人流、壓縮跨
境人次，從而減少病毒傳播及公立醫院
壓力，而工會要求確保有足夠防護裝
備。她強調，政府把此要求放於首位。
被問到會否與工會代表會晤時，她

表示醫管局內的工會要採取工業行動，
或不返回工作崗位，是機構內的人事管
理議題，最適合由醫管局高層，包括行
政總裁及主席與工會代表見面，行政總
裁也會將意見向她反映。
她認為，既然行政總裁已與他們見

面，並願意繼續見面，已是最合適的安
排。

特首：醫管局會傾聽反映意見

病人憂難及時獲適切治療枉死

■唐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翁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急症室人流極為疏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量醫護人員缺勤，緊急服務嚴重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冠狀病毒
確診個案，累計有21人確診，疫情
更顯嚴峻。有少數醫護繼續參與政
治罷工，漠視市民生命安全和利
益；但更有大量醫護人員奮戰在抗
疫和醫療最前線，盡心盡責照顧病
患、服務公眾。這些抗疫救人天使
完美履行救急扶危的天職，體現同
舟共濟的香港精神，實在了不起，
值得全社會向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為堅守崗位
的醫護提供充足支援，切實保護他
們，齊心合力打贏防疫戰。

面對疫症步步緊迫，以及部分醫
護參與政治罷工，多數堅持履職的
前線醫護人員要負擔更多工作、承
受更大壓力。但這些秉持天職的醫
護義無反顧，將病人福祉放在第一
位，在艱難時刻救助病人。正如瑪
麗醫院前副行政總監李國維日前發
信息鼓勵同事所言：醫護的天職就
是不分貧富、階級、種族、宗教，
維護生命健康，沒有打不贏的疫
症，我們今天做的，就是明天的歷
史，不要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這些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有人
自願延長工作時間，彌補人手不
足；有放大假的醫護人員取消假期
返工。這些醫護都表示，雖然人手
少了，但大家同聲同氣為香港堅
守，士氣高漲、充滿幹勁。他們堅

持南丁格爾精神，彰顯人性光輝，
是香港抗疫的最強大力量，是香港
戰勝疫症的希望所在。

這些奮戰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讚頌。有一班
熱血的私家專科醫護做義工填補人
手空缺；有香港護理專科學院的學
子做兼職護士支援；更有大批熱心
市民通過互聯網等各種渠道表示謝
意敬意，為前線醫護加油打氣。連
日來，不少團體和市民專程到醫管
局向堅守崗位的白衣天使致敬，類
似的打氣行動陸續有來，讓前線醫
護知道：抗疫路上，他們絕不孤
單。

回首2003年沙士一役，全港醫護
團結一致抗疫。當年有份抗疫的新
界東醫院聯網前總監熊志添指出，
當年全港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沙士
病毒，大家團結一致抗疫是勝利的
關鍵。面對今次來勢洶洶的疫情，
挑戰絕不低於沙士，市民看到大多
數醫護人員重拾當年團結抗疫的精
神，以病人和社會健康福祉為重，
無畏無懼，專心投入抗疫。

南丁格爾提倡醫護要捨己為人，
以最高貴的奉獻精神為醫護事業奮
鬥終生。今天，香港數萬醫護人員
正在踐行南丁格爾精神，全力以赴
保障市民安康。他們必然贏得全港
市民的尊重和點讚。

堅守崗位醫護了不起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蔓延，政府昨日宣佈新一輪抗

疫措施，包括從2月8日凌晨起，所有經內地來港的人
士都需要強制隔離檢疫14日。本港防疫面臨前所未見
的挑戰，面對可能已出現的社區傳播，政府推出更嚴密
的口岸管控，有助大幅減少跨境人流，降低疫情擴散風
險。防疫措施能否發揮效用，關鍵在於是否落實到位。
全港市民同坐一條船，必須將抗疫視為頭等大事，放下
分歧，排除干擾，醫護人員責無旁貸堅守崗位，民意代
表、政黨、商界等各界更應通力合作，互相配合，齊心
協力將防疫做到最好，切實保障700萬人的健康安全。

政府推出的防疫新措施，最主要一項是引用《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制定附屬法例，規定2月8日起，從內地
入境的人士，包括香港、內地居民和其他旅客，都需要
強制接受檢疫14日。此措施落實後，來往本港與內地的
人流相信會銳減。防疫需要科學理性，隨着疫情威脅增
加，出入境檢疫管控措施理所當然要加強。政府專家組
成員、中大學者許樹昌認為，強制由內地抵港人士檢疫
14日，可有效減低過境人流；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亦表示，強制檢疫措施家居隔離14天有效。

目前疫情尚處發展之中，內地和本港的確診個案都明
顯增加，本港目前有3宗確診個案沒有外遊紀錄，當局
不排除本地可能有隱形傳播；有專家更判斷，本港社區
傳播的危機已經來臨，提醒政府要留意短時間內個案會
否急增，必須有應變準備。防疫形勢不容樂觀，不僅政
府要隨疫情變化迅速調整防疫策略，社會各界也要積極
配合，目標一致，共同抗疫。

公立醫院是防疫的「主陣地」，醫院感染防控是很大
考驗，做好病人分流和隔離刻不容緩，防止醫院出現交
叉感染，將是防疫工作重大挑戰。防疫的關鍵時刻，最
需要醫護人員堅守崗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作為防疫的
「主力軍」，不應被政治組織裹挾參與政治罷工，而應

義無反顧奉行照顧病患、保護市民的天職，不忘初心，
不負廣大市民對醫護救急扶危的期望。

防範疫症社區擴散，社區的支持必不可少。目前政府
正在努力增設檢疫、隔離中心，以備抗疫所需。警方最
近主動向政府提出建議，交出元朗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
動中心的營地予政府，作為隔離營，為抗疫排憂解難。
但是，有地區居民不信科學意見，盲目反對；少數區議
員、政客更危言聳聽，煽動居民以激烈抗爭反對社區建
設防疫設施。昨日深水埗區議會通過臨時動議，反對政
府徵用饒宗頤文化館內的旅舍「翠雅山房」作隔離營。
這些干擾令政府物色和建設檢疫、隔離設施舉步維艱，
增加防疫困難。面對疫症無人能獨善其身，自私抗拒在
地區增設檢疫設施，影響抗疫成效，勢必增加社區擴散
風險。居民應相信科學，理性面對抗疫，不應受政治
化、情緒化的煽動牽引；區議員更應以防疫大局為重，
多為防疫建言獻計，而非添煩添亂。

疫症的威脅迫在眉睫，本港需要調動一切力量資源，
增強抗疫效果。近期，不少企業、商界積極主動採購口
罩等衛生防護物資，免費派發給有需要的家庭和人士，
竭盡全力保障供港民生物資供應，避免社會搶購物資出
現恐慌。香港作為自由開放商業社會，企業從社會獲取
財富，如今是回饋社會、承擔責任的時候，希望企業出
錢出力支援抗疫，彌補政府服務的不足，特別是提供合
適的土地、樓宇、設施，給予政府防疫之用，分擔抗疫
壓力，與市民共度時艱。

再好、再嚴密的防疫措施，如果落實不到位，必將形
同虛設；防疫事倍功半、漏洞百出，只會加劇疫情氾濫
的危機，損害政府管治成效和威信，令香港的國際形象
蒙污。危機就在眼前，香港無條件再分裂，港人同處獅
子山下，理應同舟共濟、攜手抗疫，為己為人，港人必
須自強自救。

防疫措施落實到位 各界齊心必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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