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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

持續，為防止疫情在社區蔓延，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下稱

「連線」）昨日宣佈成立，並由

陳振彬、張學明任發言人，來自

九龍、港島、新界各區超過30位

社會人士擔任召集人。「連線」

將於全港18區開展10項抗疫行

動，包括免費派發防疫物資及開

展社區防疫普及和宣傳等，與全

港市民共同抗疫。

全港社區連線 10招與民抗疫
派物資增宣傳發放正能量 籲民勿自亂陣腳盲搶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多個團體譴責黑心醫護漠視人命
香港文匯報訊 新型肺炎疫情來勢洶

洶，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抗擊疫魔。解放軍
駐香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政治委員蔡永
中昨日發出致駐港部隊全體官兵的一封
信，強調要堅決行動、奮力防控。
信中指，黨中央、習近平主席始終把人

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堅強領導指揮這場戰「疫」。駐港部隊要
本着對自己負責、對家人盡責、對社會盡
心的態度，堅決落實各項防疫措施和規
定，自身的安全防護要做好，家人親屬的
防疫勸導宣傳要到位，人人勤洗手、戴口

罩、不聚集，相互監督、互相提醒，共同
構築群策群防的銅牆鐵壁。
信中續指，作為人民子弟兵，既要戴上

口罩、也要拿起鋼槍，既要保持健康「好
身板」、又要鍛造過硬「鐵拳頭」，確保
無論哪個方向有敵情、來敵人，都能聽令
而動、戰之必勝。
信結尾寫道：「萬眾一心、沒有翻不過

的山；守望相助，沒有跨不過的坎。讓我
們共同努力，在習近平主席堅強領導下，
和祖國人民一起堅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
擊戰！」

陳振彬表示，成立有四項目標，包括
廣泛收集民意，推動及監督政府實

施行之有效的措施；發動社會各界為社區
籌集資金和物資；加強社區宣傳、及時發
佈防疫信息，並發掘好人好事，傳遞正能
量；以及全力採購優質廉價的防疫物資和
生活用品。

陳振彬籲領展為中小企減租
他表示，「連線」亦將在各區進行10項
抗疫行動，包括在全球採購物資，並向長
者與長期病患者免費派發口罩及消毒液等
物資；呼籲政府進行區區消毒；開展社區
防疫的知識普及和宣傳，派發防疫手冊；
對一線的醫護人員家屬提供生活或心理的
支持；及呼籲領展為中小企減租等。
「連線」目前已於全港各區派發接近56

萬個口罩、3萬個防疫包和數萬個防疫知
識手冊予市民，並會優先照顧各區長者、
殘疾者和綜援戶等。
陳振彬提醒市民，現時有個別人等刻意

造謠，觸發市民四出搶購各種物資，希望
大家不要自亂陣腳、勿盲目搶購。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九龍

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在會上分別介紹各區抗疫連線運
作情況。

蘇長榮：港島服務站惠民
蘇長榮表示，作為「港島抗疫聯動」的
召集人，將會與眾多團體利用長期以來經
營的社區網絡，協助政府開展社區內防疫
工作，並督促相關部門加強抗疫宣傳及對
社區衛生環境的關注。
他還提到，將會加強抗疫資金的融合及

拓寬抗疫物資的購買渠道，並在港島各區
設立服務站，以解決市民的生活需求。

王惠貞：蒐民意向政府反映
王惠貞表示，九龍地區已開始派發口罩

予長者及長期病患等有需要的人，並在日
前發起成立「九龍齊心抗疫連線」，陸續
從全球多地採購到口罩、洗手液等物資；
亦將收集地區民意，並向政府反映，以便
政府推出更有針對性的防疫舉措。
同時，九龍社團聯會旗下非牟利超市

「益群愛心超市」將會以低價出售大米、
油、罐頭等食品，售予有需要的社區人
士。

陳勇籲捐口罩給醫生記者
陳勇提到，目前內地仍然在不斷供應生

活用品及食品給香港市民，所以大家毋須
恐慌；並指目前防護物資短缺，呼籲大家
如果有多出來的口罩，可以捐助給更加需
要的人，比如目前仍然堅守在崗位的不同
行業人士，包括醫生、記者等。

昨日「全港社區抗疫連
線」成立儀式上，3位醫學界
專家分享抗疫心得。他們表
示，現時社區內已經有傳播
跡象，未來的7天至10天將

是關鍵時刻；並呼籲罷工醫護回歸崗位，利
用自己的專業照顧病人。
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目前確

診人數攀升，而一些曾到過病源爆發地或接
觸過確診患者的人仍未能被成功追蹤，因此
社區內已經有傳播跡象；而針對這一情況，
特區政府已經實施空前的人流控制措施，並
相信未來的7天至10天是關鍵時刻。
高永文還分享在2003年擔任醫管局行政

總裁、帶領醫護人員抗擊沙士（SARS）的
經歷，呼籲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縱然前線
有風險，但是照顧病人是大家的天職，應利
用自己的專業保護好病人及自己，這是職業

操守的底線，任何時刻都不能降低。」
他還以自己為例，「作為私家醫生，對

於政府的政策我不會提任何意見。」
神經外科醫生黃偉基亦分享當年沙士期

間的抗疫經驗，指當時病毒已進入社區傳
播，防護衣物和物資比現在更緊缺，不
過，他作為深切治療部的醫生，包括周圍
的護士仍然堅持在一線，雖然面對未知的
病毒，每日工作難免擔心，但相信只要大
家抱着無畏無懼的精神，上下齊心，一定
能戰勝疫情。
眼科醫生周伯展則提醒市民，不能忽略
新型冠狀病毒可通過眼睛黏膜來傳播的特
質，並建議如果去到人流量較多的地方需要
佩戴護目鏡，如果本身有近視，佩戴含度數
的眼鏡也是有效的；同時，也需注意在雙手
未經消毒的情況下，不應觸摸面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高永文籲罷工醫護「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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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部隊：堅決行動 奮力防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在新型肺
炎在港肆虐之際，竟有數千醫護罷工，漠
視病人死活。多個民間團體昨日發起集會
和請願活動，強烈譴責罷工醫護草菅人
命，嚴重違反專業守則，要求醫管局即時
公開罷工醫護名單，讓社會監察。有團體
更到廉政公署投訴有關人等擅離職守，質
疑他們干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罪名，要
求廉署立案調查。

「保港」促嚴肅調查
「保衛香港運動」（「保港」）十多名
代表昨日在集會期間高呼「攬炒病人，泯
滅人性；罷工害死病人，打破醫護底線；
嚴懲罷工黑醫護，保障港人生命權」等口
號，並先到護士管理局投訴後，再到醫委
會遞交請願信。
發言人傅振中批評，「醫管局員工陣
線」的罷工行動已經嚴重損害醫院的新生
嬰兒深切治療部、心胸外科及隔離病房服
務；阻礙醫院的急症室、癌症治療、通波
仔及放射服務。
他們強烈譴責罷工醫護草菅人命，丟棄
病人和同袍於生死之間，嚴重違反醫護的
專業守則，要求香港醫務委員會和香港護
士管理局盡快成立紀律委員會嚴肅調查罷
工的所有醫護。

「愛港聲」赴廉署投訴
團體「愛港之聲」昨日到廉政公署投
訴。團體代表指，所有醫管局職員均是公
職人員，雖然職工會有工業行動的權利，
但只限於與行業有關及僱主與僱員之間的
關係，惟現時這些罷工醫護的訴求，實質
與他們的行業無關，不屬於合法的工業行
動，更擅離職守及煽動其他醫管局人員罷
工，實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代表批評，在今日醫療人手緊迫的情況
下，這些人煽動罷工、丟下病人，以脅迫
政府「全面封關」，不單令其他盡忠職守
的醫護人員百上加斤，更影響需要盡快治
療的重症病人，所為毫無道德，更是泯滅
人性，必須予以強烈譴責。

政研會批把市民利益作籌碼
「香港政研會」昨日則號召市民到醫
管局總部請願。政研會指出，所有醫管
局員工的薪酬均是納稅人的公帑，市民
對於誰人擅離職守有絕對知情權，要求

醫管局提供罷工者名單，又會與法律代
表研究市民集體訴訟罷工者的刑事及民
事法律責任，及會研究向法院申請禁制
令的可能性。
團體代表批評，罷工醫護的行為不單在

挑戰醫療道德底線，更是將全港市民的利
益作為政治籌碼，「如果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肺炎是天災，那黑心醫護就是人禍，所

以市民決不能輕輕放過這些『逃兵』。」
政研會早前發起「香港逆行者」志願者
計劃，號召全港市民義務參與醫院及社區
抗疫工作，短短4天內已有近2,500人報名
參與。由昨日開始，他們開始到各區做
「街頭消毒」街站，即場招募更多人士加
入，並為市民提供消毒噴劑清潔雙手，助
大家對抗疫症。

■「保衛香
港運動」代
表到護士管
理局投訴罷
工醫護。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昨日正式成立，
將於全港18區實施多項抗疫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高永文（中）在活動上分享抗疫心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愛港之
聲」前往北
角 廉 署 總
部，投訴罷
工醫護公職
人員行為不
當。

■「香港政
研會」成員
到醫管局請
願，要求公
開罷工醫護
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書蘭）為免新型肺炎擴散，
香港大學為近日回港的非本
地生安排自我隔離住所，泛
暴派即散播恐慌，聲稱此舉
會增加疫症在社區爆發的風
險。在中西區區議會昨日的
特別會議上，泛暴派三番四
次阻撓會議播出疫症專家、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的解說短片，更對港大的措施
諸多挑剔。

港大無權強制隔離學生
港大重申，校方無權強制隔離學

生，對沒有出現病徵且沒有去過湖
北省的非本地生安排自願的自我隔
離，旨在保障社區安全，希望議員
勿將兩者混淆。
港大在會議前製作了由袁國勇回

應泛暴派議員指控的短片，但就被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三番四次
阻止，更不斷要求出席會議的港大
代表「答咗問題先」，但校方回答所
有議員提問後，她聲稱影片只需給
議員傳閱就可，仍想阻撓播片。就
連泛暴派彭家浩都「睇唔過眼」，質
詢鄭麗琼「乜嘢動機唔畀人播」，鄭
才無奈播片。

袁國勇在短片中強調，病毒經接觸或飛
沫傳播，不會經空調系統散播，並重申學
生做足衛生措施，又有專業醫護每天探熱
檢查，就算與隔離學生住在同一層都不會
受感染。
港大代表則表示，接受自我隔離的學生入

住至今都健康良好，有關安排遵照世衛、衛

生署、港大醫療保健處及港大醫學院的專家
指引，「就算生痱滋」都會寫報告。
港大副校長田之楠強調，措施只為減少

學生與人接觸，以保障社區安全。基於校
方部分舍堂設施有限，未能提供獨立的房
間與浴室，才安排部分學生入住酒店。
會上，有泛暴議員指稱港大讓學生在中

遠酒店隔離是「安排失當」。港大中國事
務副總監黎慧霞直言，校方從沒有安排同
學入住中遠酒店，希望大眾切勿誤信謠
言，又指就算有年輕人出入酒店也不一定
是自我隔離者。
在挑剔港大安排學生自我隔離的同時，泛
暴派議員還阻撓將西營盤賽馬會普通科門診
診所作為指定處理新型肺炎的專門診所。其
中，泛暴派議員葉錦龍更聲言18區區議會反
對在任何一區設立專門診所云云。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解釋，有

關措施旨在透過分流減低社區爆發風險，
如有需要會醫院聯網每一區設立專門診所
分流，希望議員能平衡公眾利益及體諒衛
生署及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做得好辛苦」。
同為泛暴派的何致宏是唯一沒有反對設

立專門診所的議員，並直言區議會無權改
變衛生署將普通科門診改為專門診所的政
策，反映泛暴派所為是嚴重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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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於中西區區議會特別會議上，反對在西
營盤設立處理新型肺炎的專門診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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