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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期間短訊奇多，有短訊戲稱「武漢肺炎」已經變種，成為「武漢
腦炎」（簡稱「武腦」、「無腦」），這種「腦炎」的病徵是，患者智
商瞬間由正常跌至零。另外，患者缺乏辨別是非能力，不斷相信網上討
論區發出的訊息，瘋狂搶購日常用品，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購買大量廁紙
和女性衛生巾。相比香港在2003年發生「沙士」期間，出現「盲搶
鹽」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上「武漢腦炎」訊息當然只是開玩笑而已。但是，香港近日所發生

的情況，就如同「無腦」炎症不斷擴散，甚至達至一個無可救藥的地
步。

「傳謠」的陋習必須停止
為何十多年前發生「沙士」時，沒有出現多次大規模「盲搶」情況？

十多年前的社會，智能手機仍處於研發階段，大家溝通的方法來自「面
對面」，或語音通訊方式來傳遞訊息。如造謠的人有突發消息欲擴大傳
開，則只能靠語音通話和短訊傳遞，以「一傳十，十傳百」的速度擴
散，擴散速度和廣度受到限制，可以給予時間讓政府即時闢清謠言，以
正視聽。
相反，今日的香港，每人都擁有至少一部智能電話，大家對網上溝通

軟件（Whatsapp、Facebook、微信）頗為熟悉。當有一人在網上討論
區收到似是而非的訊息，就即時以「光速」將訊息分享給自己親友，而
親友亦以同一速度將訊息分享給其他人，訊息的「擴散」能力，比病毒
更為迅速和廣闊，一則謠言可以「一傳一萬，一萬傳一千萬」，甚至達
到數學理論上所講的「無限大」（infinity）！
但是，各位在按掣發送訊息前，是否真正求證訊息的真偽（即是fact

check）？如果訊息未經求證，而又傳遞出去，你就成為「造謠者」。
現時社會就是出現了這種「盲發訊息」的陋習。政府面對網上有過千萬
條訊息，難於在短時間內逐一將謠言澄清，訊息亦隨情況轉變而不斷發
酵，「變種」為另一則謠言。政府只能作「捱打」還擊。

魯迅曾言：「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假消息是把雙面刃，不想自己被蒙在鼓裡？除了求真，更不要盲目追
從，通過多方綜合分析、獨立思考。筆者認為，「傳謠」的陋習必須停
止，各位讀者要以身作則，做到「不信謠，不傳謠，不造謠」，就可以
齊心抵抗「無腦炎症」。

不分友敵同心協力抗疫
首先，在網上討論區看到的「搶購」物資的訊息時，必須作出求

證，起碼做到「不信謠」。另外，我們對於有懷疑的訊息，切勿胡亂
發放，做到「不傳謠」。再者，自己亦不要在「吸收」各方資訊後，
製造一個「似是而非」的訊息，再傳給好友，製造恐慌，做到「不造
謠」。
事實上，現時社會充斥大量的謠言，筆者相信不是普羅大眾可以做到

的，背後有人以集團式的經營手法，利用不同社交媒體，發放同一則謠
言，目的就是形成一個「恐慌」情況，令到大家爭相搶購日常生活用
品，令到社會產生更多負面情緒，將這股怨恨推落政府身上！
筆者近日聽到女歌手鄧紫棋的新歌《平凡天使》，鼓勵大家抗疫，而

希望大家關心身邊的親友，是友是敵，現在已經沒有分別，同心協力抵
抗疫症，將正能量分享給親友，給予身邊的人，一份支持、關心和慰
問。
最後，以這首歌的歌詞與大家共勉：「多少次沿路顛簸，多少大雨滂

沱我們都曾渡過，儘管會怕會難過，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縮……你是
最平凡卻最溫暖的天使，此刻風雨裡可幸有你的堅持，你帶淚的笑容有
天會帶來雨後的彩虹，世界因為你在痛裡有感動。」

新型肺炎疫情持續擴大，本港陸續出現確診個案，較
早前更出現第一宗死亡個案及社區感染個案。為防控疫
情的蔓延，教育局早前已宣佈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及特
殊學校押後至最早3月2日復課。由於停課安排突然和時
間頗長，對學生學習和學校運作均造成多方面影響。因
此，民建聯較早前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面，期望教育
局可以妥善處理學生在家學習、復課、公開考試、繳交學費等安排，釋
除學校、家長及學生的疑慮。
現時，中小學、幼稚園最早於3月初才開學，筆者收到很多家長反映，

擔心學生的學習進度被拖延。雖然現時大部分學校在停學期間均有安排網
上學習平台和發放網上的工作紙，但無論從數量或質量方面，各間學校均
有自己的做法。我們希望教育局可向學校提供指引，要求學校善用網絡平
台發放合適數量的功課，推廣在家學習。同時，積極推動學校進行網上授
課，教師在家教學，學生在家上堂，令學習進度保持理想安排。
其次，筆者關心學校的防疫物資是否充足，例如口罩、體溫計、消毒

物品等。在會上，局方表示會積極跟進及協助學校搜購有關物品情況。
最後，很多考生、學校及家長均非常憂慮DSE考試和升中呈分試的

安排，我們向局長反映了考生的關注。教育局指希望公共衛生情況許可
下，DSE考試能如期舉行，但如有公共衛生的風險，教育局仍要小心評
估疫情的發展情況，與考評局研究出不同應變方案。我們要求政府盡快
給家長、同學及學校一個清晰的應變方案，讓大家能及早準備。同樣，
就小六呈分試安排，教育局指若復課日期太遲，導致升中流程在時間上
無法配合的話，可能今屆小六將無法舉行最後一次呈分試，只能計算前
兩次呈分試的分數。

醫護罷工 請停一停諗一諗
抗疫如打仗，我們未必有百分之百把握，但我們要用

最堅定的心態去面對，先做好每一天。罷工無論有多崇

高的理想，都不能放棄自己的病人，否則有違醫護人員

的使命和天職。

王喬峯 政府醫院外科專科醫生 第八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得獎團隊「義醫同行」創始人

今次武漢新型肺炎疫情嚴重，感染率之高、擴散
範圍之廣，即時令人想起沙士一役，人心惶惶。除
了香港，其他亞洲四小龍，還有澳門，都同樣面對
今次的疫情威脅，但政府更要處理的是恐慌的蔓
延。防疫抗疫絕不是見步行步、後知後覺的過程。
成功對抗疫症必須有遠見和對整體過程的規劃，並
且能夠果斷執行。

人心不齊 抗疫從何談起
反觀香港政府在今次防疫、抗疫、物資三方面到處

失分：收緊出入境限制上進退失據，口罩供應上不如
澳門及其他城市，沒有措施阻止奸商乘人之危發災難
財，也沒有措施防止虛假消息發佈。市民在藥店、超
級市場到處搶購，反映政府的管控失信心。

這個時刻，一群醫護以罷工方式，希望迫使政府
「全面封關」，他們希望「全面封關」，禁止隱藏
帶菌者進入香港，防止社區爆發。這理念合乎流行
病學的處理，但實際上如何執行呢？是否就像協助
「醫管局員工陣線」組織罷工行動的陳家輝先生
（香港物理治療師總工會籌委）所說的，在香港用
隔離營去隔離？要多少間港中醫院才足夠呢？發起
罷工的組織都未有可行的封關方案，一切只流於口
號，罷工行動如何名正言順呢？大家是否應該容許
更多時間作實際執行上的討論呢？
更要搞清楚的是，如果現在醫護罷工真能迫使政

府屈服，不是因為「醫管局員工陣線」的人數上代
表了醫護的大多數。醫管局職工有近8萬人，「員
工陣線」的人數可能只佔八分一。若能迫使政府屈

服，原因可能只有一個，就是罷工實實在在影響到
病人的治療和健康！這是有違醫護人員的使命和天
職。
難道我們忍心見到缺乏人手的急症室關閉，公公

婆婆長途跋涉跨院看急症？忍心看到因為人手不
足，導致新生嬰兒需要一個個氧氣箱轉院去其他地
方照料、父母憂傷奔波？要醫管局公佈有多少X光
掃描受影響、延誤了多少病人的診斷？多少個癌症
病人引頸以待卻因為沒手術做而絕望回家？甚至忍
心看到，有同僚因為要頂替罷工同事崗位、最後支
持不住倒下？

毋忘習醫初心共同抗疫
事實上今次抗疫，有很多支援和處理手法都已經

比沙士時進步了。部門之內、之間成立的應變小
組，自我保護裝備配置的再培訓，感染控制小組的
講座，管理層和大家之間開誠佈公的態度。
當然現在物資的存量能否捱過整場戰役無人

知。不過抗疫如抗戰，我們未必有百分之百把
握，但我們要用最堅定的心態去面對，先做好每
一天。
香港人都愛看金庸小說，因為我們相信俠義精神

就象徵着香港精神。今天襄陽被圍、援兵未至，希
望各路英雄好漢，毋忘習醫初心，求同存異，共同
抗疫，再顯人性光輝！
喬峯向大家致敬！
（P.S 今個月起下班後，自願到急症室額外當

值，支援前線同事。）

部分醫護罷工，按照香港相關法律守則
和國際法，應給予相應告誡和懲處。他們
見死不救，趁火打劫，是專業之恥。他們
違反誓言，玷污的是一襲白袍的神聖，他
們的可恥將載入歷史。
由泛暴派主導的醫護工會以市民生命安

全作為政治籌碼，發起所謂「第二階段罷
工」，進一步影響病人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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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醫院的緊急服務亦
受影響。
第一，部分醫護罷工違反法律，必須按

照相關法律行事。
醫管局人事部向參與罷工的醫護發出電

郵，指醫護人員在保障市民健康中扮演重
要角色，任何工作時段內的罷工行動，醫
管局不會同意，倘有員工參與罷工，必須
按照香港相關法律行事。

本港《僱傭條例》寫明，僱主有權以員
工無履行僱傭合約將之解僱，公務員罷工
更有被紀律處分的後果。《醫院管理局條
例》第八章「整體管理和監管概況」14條
載明：「醫管局非常重視人員的誠信和道
德操守，因此制訂了一套全體人員適用的
行為守則……醫管局已在聘任條件中訂明
應聘人員必須遵守這套行為守則。」在國
際法方面，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理事
會結社自由委員會的決定，「純政治性質
的罷工」並不在1948年《結社自由和保障
組織權利公約》和1949年《組織權利和集

體談判權利公約》保障範圍之中。
面對嚴峻的疫情，全世界都絕不容許有

醫護員工藉機去綁架、要挾社會，必須按
照香港相關法律和國際法行事，應給予告
誡、懲處或解聘，尤其是帶領罷工者須永
不錄用，才能起阻嚇作用。
第二，部分醫護罷工違反專業操守，見

死不救，趁火打劫，是專業之恥。
部分醫護人員罷工，不顧病患者死活和

市民防疫安全，不但有違醫護職業操守，
而且令香港醫護界蒙羞，更擊潰市民對香
港優質醫療制度的信心。
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寫明，醫生的一般

責任包括：醫生必須時刻作出獨立的專業判
斷和保持高尚的專業操守、醫生必須致力為
病人及社會的利益善用醫護資源等。香港護
士倫理及專業守則綱領亦表明，提供安全及
合乎標準的護理服務、保持專業實務水準、
維護護士及護士專業的形象等。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日前發出倡議，呼

籲在香港抗疫的重要時刻，醫護人員要同
心協力共克時艱，倡議書寫道：「香港正
值嚴重疫情威脅，在抗疫的緊要關頭，全
港市民的健康依靠我們醫護人員守護，我
們不能退縮，不可拋棄市民，也不能因其
他訴求而影響醫療服務的專業，否則將給
香港帶來極大的傷害。」倡議彰顯了香港
醫護人員的職業精神，更劃出了「不能退
縮」的底線，國難港難當頭，香港更多有
良心的白衣天使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值

得罷工醫護悉心聆聽和反
省。
第三，部分醫護罷工違反誓言，是道德

上不能接受的。
在護理行業之中，有一條作為護士的倫

理及原則聲明，被命名為《南丁格爾誓
言》，此誓詞經常在護理專業學校畢業儀
式上宣讀，備受國際間的認同，誓言全文
如下：「余謹以至誠，於上主及會眾面前
宣誓，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護
理專業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
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及家務之秘密，竭
誠協助醫師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
與「南丁格爾誓言」具有相當地位的，

還有《希波克拉底誓言》，該誓言規定了
醫生行醫的倫理標準，要求醫生恪守職業
道德，規定醫生唯一目的，是為病人謀幸
福，這份誓言成為醫學職業道德的典範。
事隔兩千多年後，世界醫學會所制定的
《日內瓦宣言》，就是以《希波克拉底誓
言》為基礎而擬定的。
香港每一個醫學院學生，在畢業時都會

宣讀誓詞，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
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
扶傷，不辭艱辛。
醫護行業的特殊性，首先表現在，每一

個醫護人員在進入行業之前，都需「鄭重
地、自主地以人格宣誓」。部分罷工醫護
違反誓言，他們玷污的是一襲白袍的神
聖，他們的可恥將載入歷史。

醫護罷工違法律違操守違誓詞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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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民建聯副秘書長

在疫情肆意的時期，人們關心着病患者
的救治，更緊盯着屏幕和相關訊息，特別
為那些堅守崗位奮戰在醫院一線的醫護人
員和工作者們，揪心、感動、流淚。
特區政府、香港各界及全體市民通過各

種途徑，向堅守奮戰在醫院及疫情防控崗
位的所有醫護人員，致以崇高的敬意，對
他們道一聲「感謝你們！請多保重！」

堅守在一線的香港醫護人員，他們處在
醫療救治的最前沿，同時間賽跑、與病魔
較量，爭取把一個個生命從死神手中奪
回，他們靠的是精湛的醫術、專業的操
守、神聖的職責，是被口罩勒到破皮的臉
頰、被汗水浸到泛白的雙手，他們是香港
新時代最可愛的人，最令人敬佩和敬重的
人。
向堅守在醫療崗位一線醫護員工致敬。

他們在本來吃緊的醫護服務崗位，頂着部
分罷工醫護的工作任務，堅守崗位，連續
加班苦熬，對病人不離不棄，繼續奮戰，
對此我們更應予他們更多的支持，「待在

家、少出門」，「不聚集、別熬夜」，少
聽謠言，不添麻煩，以實際行動配合醫護
的工作，為香港抗疫取得最後的勝利做各
自應做的事情。
向在關鍵時刻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致

敬、向為抗疫出錢出力的各方人士致
敬……正是有了他們的堅守、奔忙，我們
才得以安心地在家裡「宅」；正是因為他
們主動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我們才能夠
享受到來之不易的安全。在疫情防控阻擊
戰中，在救死扶傷關鍵時刻，他們是當之
無愧的英雄！
這些堅守崗位履行好職責的醫護人員，

並非就是鋼鐵超人，他們也是有家室，和
你我一樣，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
的普通人。歲月靜好的日子裡，在人群中
你分辨不出誰是英雄，可一旦危機來臨、
寧靜不再，關鍵時刻總有一些人挺身而
出。這就是英雄的模樣：我們常常看不清
他們的臉，因為他們總是站在我們前面。
對於這些堅守在平凡崗位，守職責的醫

護人員，我們除了致以崇高
敬意，建議特區政府保障好
他們的身心健康，做他們的堅強後盾。做
好醫護物資的供應和分配，讓他們「手中
有糧，心中不慌」；在待遇、保險等方面
提供最優保障，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及
時關注一線醫護的身心狀態，從實質上予
以充分的關護。全體市民都要聽從醫囑、
響應號召，切實做好自身防護，不給一線
添亂，不讓醫護人員的汗水白流。
這一場大疫，讓我們發現了身邊的平凡

英雄，也給「香港為什麼能戰勝疫魔」的
問題提供了最好答案：正是這些無私奉
獻、英勇奮戰不忘職責堅守崗位的專業醫
護。他們的肩膀，成就了香江的過去；他
們的堅守，也是香港抗疫勝利的期望。
在此亦希望香港市民同舟共濟，守望相

助，堅決譴責那些在疫情持續擴散、全港
上下正合力抗疫之際，別有用心煽動醫護
人員罷工的部分害群之馬。最後，再次向
堅守崗位履行職責的香港醫護人員致敬！

向堅守崗位履行職責的醫護致敬
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一場新型肺炎疫情襲來，本應救急扶危
的部分醫護界人員，為了所謂「全面封
關」等五大訴求，竟然發起罷工行動，嚴
重影響公院非緊急以至緊急服務，醫管局
或被迫關閉部分新界急診室。
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我實在忍不住

了，要說出自己的憤怒和不滿。
在香港，最優秀最精英的那一部分人，

大都選擇讀醫或讀法律，因此醫生和律師在
香港是最令人尊敬和羨慕的專業和職業。這
些最聰明的精英，在他們選擇醫生這個職業
的那一刻，就宣讀這樣的誓詞：「我不容許
任何年齡、疾病或殘障、教義、裔屬、性

別、國籍、政見、種族、性傾向、社會立場
或任何其他因素干擾我對病人的責任」，這
些誓詞，說明「救死扶傷、救急扶危」是醫
護的天職，任何政見、國籍、膚色都不是拒
絕救人的借口。遠有白求恩大夫，近有鍾南
山院士，還有無國界醫生，他們在水深火熱
甚至炮火紛飛的艱苦環境下，都踐行自己的
使命，為病人謀福，為社會發光。
在香港這物質豐富、設施完善的國際城

市，竟還有部分醫護為了「擔心防護資源
消耗殆盡」、「防護不足」而發動罷工，
這對得住身上的白袍，對得起「醫護」兩
個字嗎？

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做父母
不知育兒難。對政府政策有不同意，醫護
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改善工作條件的要
求也可以提，但絕不能以廣大病人尤其是
基層市民的利益作籌碼。借疫症肆虐為時
機發動罷工，無異於趁火打劫。
助人者人助，自助者天助。回顧過往，

港人每次在災難面前都是齊心協力，眾志
成城，獅子山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港
人，安然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面對疫
情，唯一要做的，就是750萬香港人團結
一致，「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
追」，因我們同舟，必須共濟。

同舟共濟抗疫 才能渡過難關
李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