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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突如
其來席捲全球，傳播速度
迅猛令人擔憂。這是一場
沒有硝煙的防疫戰，中央
一聲令下，內地各省市醫
療人員迅速赴武漢馳援，
數日內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平地而起收治
患者，中央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嚴防死守，
力求疫情得到控制。
病毒無情，人間有愛，全國的白衣天使

緊守崗位，與病毒搏鬥守護生命，令人動
容。抗疫不分地域、國界，戰勝病毒更為
了全人類的福祉，世界各國各地紛紛捐助
抗疫物資支援湖北、支持中國，共同打贏
這場仗。
香港人口密集，防疫至關重要。醫療是

香港抗疫的最重要防線，大多數醫護堅守
崗位、專業敬業、無畏無懼，不少醫護銷
假返回工作崗位，更有私家醫療從業者主
動報名支援，我向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致
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謝。
但是，本周連續五日，有醫護人員罷工

威脅政府，令原本壓力繁重的公立醫院工
作百上加斤，等同置病患、市民於極大的
風險之中。疫情每日都在變化，能否有效
防範病毒大規模社區擴散、保障市民安
全，極需要醫護界與大家同舟共濟。

病人從來不應成為被利用的籌碼，不應
以犧牲公眾健康來爭取政治訴求。幸而，
執筆之際，醫護人員發起的罷工在民意壓
力下擱置，筆者殷切期盼，公立醫院的醫
療服務盡快重回正軌。
去年下半年的反修例示威衝突，已經導

致香港經濟放緩，今次的疫情爆發，正值
香港經濟的脆弱時刻，旅遊、餐飲、零售
受到的衝擊首當其衝，恐怕還會出現裁員
和結業潮。基層市民手停口停，生活水準
下降。希望政府設立的一百億元防疫抗疫
基金對症下藥，並推出更全面的政策紓解
民困，給與中小企、基層市民更迫切到位
的支持。
17年前香港眾志成城戰勝沙士，今天

我們也能夠戰勝新型冠狀病毒，期盼全社
會能放下歧見，同心抗疫，一定能夠渡過
難關。

醫護罷工不得人心 被擱置正合民意
「醫管局員工陣線」昨日舉行投票，過半醫護希望復工，組織

決定暫時擱置罷工。絕大多數市民不同意醫護罷工，不希望社會

分化，過半醫護希望復工，是順應社會主流民意，也有助修補香

港的道德形象。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香港的醫療體制和醫療水準在國際上享有良好
聲譽，其領先的醫療水準，健全嚴格的行業操守
和監管體系，以及良好的醫德，吸引世界各地人
士赴港就醫。香港醫護的百年清譽，得來不易，
是由很多醫護人員奉獻上生命去建立的。例如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香港醫護人員卻發揮高度
的專業精神，在醫院內閉關與沙士病毒搏鬥，拯
救一個又一個染疫病人，謝婉雯等6位公立醫院
醫護人員因而犧牲，彰顯了香港醫護的百年清
譽。但現在部分醫護罷工，不僅將香港醫護的百
年清譽毀於一旦，而且「攬炒」香港的道德形
象。

以市民生命安全作為政治籌碼發起醫護罷工，

導致大量預約手術延期，專科門診取消，急症室缺
人，連躺在深切治療部的新生嬰兒也乏人照料，醫
護罷工明顯給市民帶來不便，影響醫護救急扶危的
形象。過半醫護希望復工，就是要遏止這場政治罷
工，挽回醫護的聲譽。

罷工損害醫護形象
少數罷工搞手辯稱，「醫務罷工並不是貪生怕

死」，「不是臨陣逃脫」，「這是我們的天職」，
只是此地無銀三百両而已，他們偽善地說自己願意
承擔天職，這種道德及人格的扭曲令人震驚。罷工
搞手綁架、要挾社會，這種行為模式如果推廣到其
他行業，則任何一個群體都可以憑藉自己特殊的職

業身份及對資源的主導，去強迫社會滿足他們提出
的不合理要求，社會將陷入混亂，香港將受制於少
數人的暴政。
一場修例風波已經使香港的法治嚴重受損，如今

再有「醫管局員工陣線」等組織，為政治目的、逾
越道德底線罷工，放棄理性、科學、專業，癱瘓醫
療系統運作，收割政治利益。在反修例中活躍的政
治勢力，視新型肺炎為「天賜良機」，為他們亂港
行動添加柴火。

政治意味昭然若揭
這次醫護罷工滲透的政治意味昭然若揭，不過是

企圖延續修例風波的「反中仇中」情緒，如果讓這

股政治惡勢力氾濫，令香港失卻理性、友愛、包
容，絕對是比新型肺炎更嚴重的災難。

醫護罷工與反修例暴亂「攬炒」操作一樣，他
們目的並非是為香港市民爭取福祉，而是通過破
壞香港、損害港人福祉綁架、要挾社會。反修例
暴亂「攬炒」的是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經濟民
生，罷工醫護「攬炒」的是香港醫護的道德形
象。
醫護罷工「攬炒」香港的道德形象，嚴重損害香

港的軟實力。過半醫護希望復工，令罷工被擱置，
表明大多數醫護人員有良知、負責任，也不願意香
港的道德形象被「攬炒」，也不願意香港的軟實力
一落千丈，值得鼓勵和支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國爆發，本港近日已出現
首宗確診患者的死亡個案，導致全港人心惶惶，深怕出
現社區大爆發。現階段，只有全港市民不分你我，團結
一致，齊心抗疫，才是唯一出路。醫者父母心，醫護
人員一切應該以市民健康為己任，現時有醫護以罷工
迫政府妥協是絕對不合適的做法，而且政府這次防疫
措施是有序進行及負責任，值得表揚，希望國家及香
港能盡快渡過抗疫難關，恢復美好安穩的生活。
就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初，當地眼科醫生李文

亮曾經在手機通訊群組中發佈消息指，在醫院裡發現
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個案。隨後不
久，李醫生被以「散播不屬實言論」的理由約談，最
終簽了《訓誡書》承認自己的行為違法。不幸地李醫

生最終自己也確診武漢肺炎並在本月7日離世。我們
為冒着生命危險堅守在前線的醫護人員致以最真誠的
感謝，他們是時代的民族英雄。
用心良善、實話實說是多麼可貴，群眾的知情權

比什麼都重要。「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
人」並不是好事。而且這是天災，誰都不想的，事實
上要讓人心尊重信任，真真實實就可以了。
是次湖北當地官員在防控工作的落實方面，事實

上是非常不到位的。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消
息，湖北省紀委在本月2日就公開通報了多項典型問
題的存在，包括有官員作風不實、履責不力；防控責
任不落實，工作流於形式，宣傳不到位等。網上亦有
批評指在疫情爆發初期，官員未見現身解說疫情，反

而出席團拜活動，可以看出一切為了
位子，而不是為民謀福祉。

防疫工作講求快而準，因為與全國百姓的性命攸
關，任何疫情的進展皆應以科學及事實為基礎，只有
大膽假設並小心求證，以及實話實說，才能讓國家以
至世界各國掌握最新最快的疫情資訊，讓民眾做好對
應部署。
國家改革開放要成功，不僅防疫工作方面要做到以

事實、以科學為依據，宣佈真實疫情，包括在經濟、
文化、科技發展，以及執法等其他方面，也必須以真
實為依據。與國際看齊的治國標準，提升真實的法治
水平是基礎，這樣國家才能真正愈來愈強盛，愈來愈
受世界尊重。

疫情兇猛 同心協力齊抗疫
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香港工會聯合會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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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徐應強 雲南省政協常委

香港昨已確診25宗新型肺炎個案，全城
正受到疫情威脅，市民如臨大敵，步步為
營，口罩存貨趨緊張，每逢有新貨出售的
訊息，市民蜂擁搶購。有醫護人員緊守崗
位，並主動請纓服務確診和疑似個案的病
人，體現人性光輝；此時此刻，香港更需
萬眾一心，共同抵抗疫情。
為了抑止疫症蔓延，香港市民更應發揮

守望相助精神，全城齊心，徹底進行防疫
抗疫工作。市民應加強注意個人衛生，除
了戴上口罩，如打噴嚏更要用紙巾掩住口
鼻，避免病毒經空氣和唾液散播，此外，
防疫措施更要還原基本步，做好本分，以
消毒搓手液勤洗手，強化抗疫意識，高度
警惕，嚴格防疫，確保疫情受控。

公共衛生從來不是小事，需要嚴陣以
待，正值疫情肆虐的非常時期，全體
市民更不能鬆懈，要減少不必要的集
體聚會活動，聚餐可免則免，防疫更
要全方位進行，以民為本，同時，也
要照顧到弱勢社群的需要，雪中送
炭，分享資源，齊心抗疫，攜手避免疫
病在香港擴散，同舟共濟。市民默默支
持防疫工作的每一小步，便是貢獻守住
香港抗疫防線的一大步。
抗疫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硬仗，在

這個關鍵時期，香港更要眾志成城，上
下一心，共渡難關，我們期待早日迎來
抗疫成功的黎明。

美國參議院否決了民主黨人提出的兩項彈劾指
控，宣告總統特朗普無罪。這意味着彈劾特朗普已無
可能，但美國的政治爭鬥遠未因此而終結。
共和黨人為何力挺特朗普？答案並不複雜：一是

特朗普是當今共和黨的旗幟、靈魂和門面，這棵大樹
無論如何不能倒，否則自討苦吃；二是今年是美國總
統選舉年，特朗普在謀求連任，而且志在必得，如
果參議院給特朗普定罪，等於共和黨給民主黨人送
出一份大禮， 拱手相讓政權與既得利益，共和黨人
即便最傻，也不會幹這等蠢事；三是民主黨人指控
特朗普的「罪狀」屬於可大可小，可追究也可不追
究，並非叛國、間諜、行賄、受賄、殺人放火等直
接觸犯刑事的行為，共和黨及其把持的參議院不追
究，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四是特朗普認為民主黨
人對其的彈劾帶有明顯的「政治迫害色彩」，美國
民眾至少有將近一半並不認可彈劾，這些人的想
法、訴求、理念與特朗普並無二致，有此強大的民
意支持，民主黨人擰不過這個勁，共和黨人足以大
膽否決彈劾。

共和黨因利益而挺特朗普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特朗普是美國少見的

強勢總統，也是風格異類的總統，他在美國日益強烈
的民粹思潮的推動下，以「美國優先」和「美國偉大
回歸」為口號，無所顧忌，更無懼民主黨人。

在2月4日發表第三次國情咨文時，特朗普連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伸過去的手都不願禮儀性地握一下，讓
佩洛西陷入少見的尷尬，足以證明特朗普與佩洛西領
導的民主黨堅決鬥到底的心態。
特朗普始終認為，只有他才真正捍衛美國利益，

而且為美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執政不過3年已「實現
美國偉大回歸」，憑什麼還要彈劾他？

特朗普早已公開發話，不會對民主
黨的彈劾熟視無睹，更不會對民主黨
的發難束手無策，必定會進行堅決回
擊。有人說是「報復」，也可以這樣
理解。因為參議院以多數票否決民主
黨的彈劾，使特朗普擁有名正言順的
法律依據。包括佩洛西在內的民主黨
人，若特朗普繼續執政，他們的日子
不會好過。
但民主黨也不是軟柿子，尤其是佩

洛西，畢竟是久經沙場的政壇老手，
同樣老謀深算，手段多多。人們看
到，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佩
洛西坐在一旁，不卑不亢，甚至還偶
爾站起身來，附和一下現場議員喝彩
的氣氛，但在特朗普走下講壇時，佩
洛西竟然當眾把國情咨文講話稿一撕兩半，還表示這
是一種「禮貌之舉」。她事後解釋，因為特朗普在國
情咨文中「撕碎了真相，所以我就撕碎他的講稿」。
可見，佩洛西根本無懼特朗普的權威。

民主黨不會善罷甘休
針對特朗普的彈劾風波了結了嗎？非也，接下來

的劇情，也許更加波詭雲譎。有輿論分析，特朗普與
佩洛西在國會山上演的公開怒懟一幕，預示美國政壇
另一場更激烈的爭鬥已經開始。參議院對特朗普的無
罪終審判決，只會激起民主黨對特朗普更大的仇恨，
更團結一致反擊。本來民主黨因競選而四分五裂，但
因彈劾特朗普失敗重新聚合，因為民主黨普遍意識
到，真正的敵手不在自己陣營，如果民主黨在總統競
選不能團結一致，將坐失良機。
民主黨內不乏能言善辯者，他們現在主打的口號

是捍衛美國的傳統民主價值，捍衛「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總統也不能例外」的價值觀，這在美國也具有很
大的號召力。布隆伯格已經宣稱將傾其所有，要把特
朗普拉下馬。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上
升，但仍未超過50%，表明至少有一半選民並不支
持特朗普。因為對特朗普的「無罪判決」，只是共和
黨自己作出的判決。
接下來，估計民主黨將一方面在國會兩院繼續作

出對特朗普的各種反擊，同時將全力以赴在競選中與
特朗普展開較量。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在關鍵時刻的
反戈一擊，支持彈劾特朗普，雖然僅其一人反叛，但
其意義不可小覷。
民主黨發誓，要把特朗普繼續告上美國人的道德

法庭，今年11月的總統選舉，1.4億多名美國選民投
票，才是對特朗普彈劾案繼續審判的「最大陪審
團」。

特朗普雖獲無罪 美國政爭沒完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我的好朋友黎女士因為病重，日前入住伊利沙伯
醫院。在等候開刀治療、生命危急時得到消息：一個
騎劫公共醫療服務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政治罷
工，把全港病人作為政治籌碼。這個工會視市民生命
健康安全如無物，家人焦急萬分，不知怎麼辦！幸
好，香港大多數醫護人員遵從《日內瓦宣言》和《南
丁格爾誓言》，特別是在罷工首日，許多醫護人員天
未光便提前到醫院崗位工作，許多私家診所的醫護人
員主動到公立醫院協助，義無反顧，無私奉獻，令人
動容！

罷工嚴重影響香港公共醫療服務，滬港校友聯合
會副主席、明愛醫院的朱燁醫生提前到醫院上班，了
解到令人搖頭歎息的事實：護理人手方面，手術室只
有十來個護士上班，7間手術室只能用3間；一個內

科病房只有2個護士當值，女外科病房有12個護士
還有幾個病人助理缺勤；物理治療部有十多個物理治
療師沒有上班；他們編制下只有24個護士照顧病
人。醫生方面，罷工的多是年輕的新畢業大學生，當
值醫生還是少數，朱醫生所屬專科部門的醫生則全部
上班，全部病人如常來做檢查時，皆感謝朱醫生沒有
罷工。
黎女士的家人，向罷工的醫護人員提出抗議，

「我不知道五大訴求，而我只想生存下來」，慨歎這
種見死不救的醫護行為，竟在和平的香港發生！她認
為，醫護人員的本業就是服務病人，反問不救病人的
醫護人員，眼看市民患病垂死掙扎，任由病情拖延，
怎配做醫護人員呢？
患重病的黎女士非常擔心自己會否成為這場政治

罷工的犧牲品。令人感恩的是，香港
大部分醫護人員奮戰在抗疫和醫療最
前線，仍以自己的生命影響生命，以自己的專業信
念履行救急扶危的天職，體現同舟共濟的香港精
神，與少數罷工醫護人員行為形成強烈對比！這些
奮戰一線的醫護的堅持，實現了南丁格爾提倡醫護
人員要捨己為人的崇高理念，貫徹了高貴的奉獻精
神、為醫護事業奮鬥終生的承諾。
黎女士獲得堅持上班的醫護人員治療，終於渡過

生命危機，獲得重生。黎女士和家人謹向堅守崗位的
醫護人員致以崇高的敬意！這也是廣大仍然獲得醫療
照顧的病人的共同心聲！感恩香港的正能量，希望社
會各界共同守護這股正義力量，全力打好今次防疫
戰！

向堅守崗位醫護人員致敬
單志明 滬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時事評論員

■美國會參議院否決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條款。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