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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新冠肺炎感染確
診及懷疑個案增加，有

關今屆中學文憑試考試的安排備受關
注，關係到莘莘學子的升學與前程。

筆者所屬機構青年新世界於教育局公
佈方案前，透過真人電話問卷調查，訪
問約800個應屆文憑試考生，8成考生傾向贊成延遲開
考，另外支持和反對取消中文科卷四口試部分的則各佔
一半。
日前教育局和考評局公佈兩個今屆文憑試安排應對方

案，結果沒有讓學生安心，而是讓他們更無所適從。當
中最為人詬病的是無法確實告知考生開考及放榜日期，
只表示將在「2月底作最終決定」，筆者認為簡單一句
「根據疫情發展」作決定並不能釋除考生及家長的焦
慮，考生無法根據開考時間分配複習備試時間。有很多
應屆考生向我們表示坊間傳言滿天飛，一時傳說會延期
考試，一時說科目開考日期會重編，焦慮情緒加重應考
壓力。
當局應該盡快公開確實的最終決定準則，例如是否依

據感染人數、死亡率或病毒傳播渠道是否變異等客觀指
標。公開準則有助考生評估延期考試的幾率，適當調整
備試進度。
此外，當局兩個方案均會造成延期放榜，且延期時間

不一。筆者認為延期放榜將直接影響考生報考內地及海
外院校的程序，教育局當局是否有方案向內地及海外院
校解釋，從而不影響收生程序？筆者呼籲政府此時應為
考生減壓而非製造懸念。

與2003年SARS比
較，起源於武漢新冠

肺炎在香港的傳播算是比較和緩。當
年，SARS起源於廣州，與香港來往遠
較今日的武漢密切。因此，香港是在
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傳染。發現病疫
時，已在社區大爆發。這一回，武漢離香港較遠，往
來不多，受影響的程度也就不太多。2月8日開始，所
有由內地來香港的人都得隔離14天，相信會有效控制
病毒於香港傳播，如果隔離會是家居隔離，最理想是
同住的家人也盡量少出外，也盡量少與被隔離的人近
距離接觸。
當然，相信在隔離令之下，由內地來香港的人會大幅減

少，隔離14天的確對生活很不方便。受隔離而影響生計
的人不少，目前，有不少是每日跨境工作的香港人。有人
住在香港，天天到內地工作；有人住在內地，天天來香港
工作。他們要在2月8日之前作個決定，選擇居住在工作
地而不再兩邊走，或者放棄工作，或者請無薪假期（上司
不一定批准），若不再兩邊走，長居香港天天到內地工作
的人必須在內地租房子住，長居內地天天到香港工作的人
也必須在香港租房子住，增加了額外開支。也許，特區政
府可以在這方面伸出援手。
股票市場永遠走在實體經濟之前，2003年的SARS

也不例外，股市早在SARS疫症完全消失之前就開始回
升。1月20日，習近平主席開始警告全國要認真防疫，
股市從那天開始下跌。但是，很快就出現強力的反彈，
這說明投資者對疫情的發展還是樂觀的，有信心中國政
府一定有能力處理。
至今為止，新冠肺炎在香港的傳播程度遠比2003年

SARS低。但是，今日香港市民的恐慌程度遠比當年
強，每天有許多人通宵排隊買口罩，有人搶購廁紙及任
何紙巾、衛生巾、米、蔬菜…… 為什麽？原因是今日
的社交媒體遠比2003年盛行，手機使得大量的謠言迅
速傳播。因此，一個原本平衡的供應變得不平衡，情況
就如銀行擠提一樣。以米為例，香港有儲米制度，有糧
夠全香港人吃一個月。但是，突然之間，許多人到超市
買足夠他一家吃一年的米，超市的貨架自然很快清空，
廁紙、衛生巾的道理也一樣，大量買幾大籃的蔬菜回家
的人更是愚笨，蔬菜根本儲存不了多少天，吃不完只好
丟掉。

與2003年另一個巨大的不同是2003年中國經濟遠比
今日落後，這也導致近日發生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比
2003年的SARS更易傳播到海外。而且，今日中國人
也比2003年有錢得多，大量中國人在世界各地搶購口
罩，使到全世界的口罩都缺貨，這是最難處理的事。舉
個例子，今日新加坡，街上少有人戴口罩，但是所有出
售口罩的商店都沒有口罩出售。

抗疫不分彼此 守望相助渡難關
新冠肺炎肆虐，抗疫形勢嚴峻，更需要社會各界齊心協

力抗疫。上周六，在大多數會員不支持的情況下，有醫護

組織發動的罷工宣佈擱置，這對於全港市民來說是個好消

息。照顧病患、盡力防疫是醫護天職，在抗疫關鍵時刻，

大多數醫護以市民健康安危為重，選擇站在良知和主流民

意一邊，彰顯專業精神，值得市民尊重。在疫症威脅面

前，不管持何政治立場、有何不同訴求，都應放下歧見，

防止抗疫政治化，共同面對挑戰。包括工商界在內的各界

人士，必定在物資上、精神上傾力支持醫護人員堅守崗

位、服務市民，全港上下應守望相助、共渡難關。

江達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

醫護罷工令本港公立醫院服務大受影響，不少病
人無法按時做手術、接受治療，連新生嬰兒照顧都
出現問題，市民難免怨聲載道，更擔憂醫護罷工給
防疫造成重大漏洞，增加疫症社區擴散的風險。連
日來社會各界異口同聲向罷工醫護喊話，動之以
情，曉之以義，勸喻罷工醫護回心轉意。

放棄罷工符合民意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香港私人執業專

科醫生協會及醫護誠信同行三大醫學組織發公開
信，懇請罷工醫護暫時放下歧見，重回工作崗位，
共同面對艱難挑戰。信中指出，醫護肩負防疫工
作天職，責無旁貸，在嚴峻疫情和繁重醫療工作

前，只有全港醫護上下一心，各人緊守崗位，配以
政府和醫管局對醫護的全力支持，香港才有安然渡
過的機會。結果，罷工組織舉行投票，有4,000多
名會員表示不支持延長罷工，比率達57%，罷工最
終被擱置，反映大多數醫護不忘從醫救急扶危的初
心，順應主流民意的訴求，與市民並肩抗疫。

疫症威脅不容低估，必須嚴陣以待，但也要科學
合理、全盤考慮，避免政治化的干擾、造成不必要
的恐慌。世界衛生組織一再強調，加強防控新冠肺
炎病毒傳染，但不建議向中國實施旅遊及貿易限
制。本港有人鼓吹「全面封關」，甚至因此煽動醫
護罷工，對防疫於事無補，反而給防疫添煩添亂，
一度引發市民擔心「全面封關」導致物資短缺，出

現大米、廁紙等日用品等搶購潮。
其實，政府因應疫情變化，根據專家意見，推出

多輪口岸人流管控措施，落實強制檢疫安排，立法
規定任何人經內地進入香港都要隔離14日，並將逃
避隔離定為刑事罪行，同時對從事跨境運輸從業員
作出豁免，確保內地供港物資供應穩定，這樣有理
有節的防控安排，既切實有效防止病毒流入，又能
保持人心安定，比「全面封關」好得多，也讓罷工
失去借口。

莫再讓政治干擾抗疫工作
防疫如抗戰，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是抗疫主力

軍，醫護人員不受政治左右，以市民的健康安全為

首要考慮，放棄罷工、重返崗位，符合公眾期望和
利益，受到市民歡迎。疫情吃緊，前線醫護的防護
物資也開始緊張。醫管局高層表示，公立醫院的口
罩存貨只能用多約一個月。加強對前線醫護保護，
值得高度重視。

香港的醫護服務水準世界一流，醫護敬業樂業、
堅守專業精神，廣大市民引以為榮，高度信任。為
保障香港醫療系統有效運作，保護堅守崗位的醫護
人員，社會各界都要鼎力相助，工商界更會出錢出
力，竭盡所能為醫護人員提供各方面的支援，廣大
市民亦會為醫護人員加油打氣，萬眾一心同抗疫，
不再讓政治的干擾妨礙抗疫，獅子山下同舟共
濟，一定能戰勝疫症、轉危為安。

香港正在全力以赴抗擊新冠肺炎
病毒，所面對的挑戰，其嚴峻性和

複雜性不容低估。非常時期，作為教育工作者
同樣責無旁貸，有必要發揮專業精神，在自己
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受疫情影響，香
港各類中小學及幼稚園已延長開學時間至3月2
日，這是政府在諸多不明朗因素情況下，為保
障學校安全和學生健康利益作出的恰當安排。
故此，如何引導學生抗疫，確保有一個愉快假
期，就成為政府、學校、教師和家長必須面對
的實際問題。

教育部提醒 啟示香港
日前，國家教育部發出公告，提醒內地各級

教育行政部門、中小學和校外培訓機構，在原
計劃的正式開學日之前，不要提前開始新學期
課程網上教學，可安排一些疫情防護知識、心
理健康輔導、寓教於樂等方面的網上學習內

容，以確保學生度過愉快的假期。同時，提醒
家長，要把孩子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不過度
施加壓力，科學、適度安排他們的學習、生活
和鍛煉。教育部在關鍵時刻，適時提出「愉快
假期」要求，體現了對青少群體安全、健康和
學業的重視。對處在相同情勢下的香港，同樣
具有啟示作用和借鑒意義。
不同於以往，香港學校這一次長假期，是教

育局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特殊環境下，不得已作
出的安排。對放假在家的學生，首要的依然是
安全和健康。延長假期目的正在於此，否則可
能適得其反。目前最重要的是確保學生的安
全，避免感染新冠肺炎。在此基礎上，要充分
估計嚴重疫情給學生心理上造成的陰影和恐
慌。同工可利用假期時間，讓學生了解新冠肺
炎病毒的基本知識、治病原理、防護措施，為
開學後的防疫做好準備，也為將來養成良好的
衛生習慣打下堅實基礎。

加大課業壓力不明智
與處在假期的學生搶時間，把新學期的課程

提前作安排，將大量講義和作業發送給學生，
給學生增加太大壓力，並非明智之舉。要營造
寬鬆、怡情的假期，對學生多加引導，在愉悅
的心境下合理安排時間。
自疫情爆發以來，作為一個教育專業團體，

教聯會始終以專業精神和負責任態度，關顧學
校、教師和學生的需要。多次就學校和學生安
全問題作出呼籲，要求政府支持學校防疫工
作，並提出包括延遲復課日期在內的具體建
議。不久前，還與教育局會晤，商討教育界防
疫措施，呼籲政府以師生健康為大前提，協助
學校做好防疫工作。局方也就所建議的多項防
疫措施給予積極回應。香港社會齊心協力，定
能戰勝困難，確保市民健康安全和社會有序運
作，打贏「送瘟神」之戰。

首重學生健康 營造愉快假期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在許多政治機構中，但凡犯了政治錯誤、特
別是那些損害組織聲譽的人，通常都會黯然離
開，至少也要遭到處分。但凡事也有例外，遠
在倫敦的智庫「香港觀察」即是一例。其創辦
人兼主席羅傑斯（Benedict Rogers）於上月指
責香港警察處事不當，於英國駐香港領事館門
外拘捕一名示威者，無視「外交禮節」。英國
外交部隨後反駁他的無理指控，以致他面子全
失，但他還是賴死不走。

作出如此誹謗和誤導性的指控，羅傑斯不但
沒有辭職，就連致歉也省了，只是一直假裝若
無其事。很明顯，他一心把「香港觀察」塑造
成散播假新聞的反華工具，哪怕消息是多麼無
稽，他都一律不會錯過。

「香港觀察」成散播假新聞反華工具
他的最新「傑作」是以紀念英國自由民主黨前

領袖阿什當（Paddy Ashdown）為名義，在2月
3日搞了一場講座，並邀請前港督彭定康出席演講。
這位反華前港督當然沒有令他失望。彭定康的演講
充斥着偏執言論、歪理和偏見，為「香港觀察」延
續其反華任務提供了不小的動力。
在演講中，彭定康不放過任何可利用來攻擊

香港或中央政府的話題。他再次鼓起如簧之舌
抹黑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重提反顛覆法，稱對
此感到「驚訝和難過」。然而，他清楚知道

《基本法》23條要求香港訂立國安法，香港回
歸祖國已經近23年，不能再迴避這項憲制義
務。
彭定康同時再度挑戰香港的法治， 居然要求

特區政府特赦在抗爭活動中被捕的人士，理由
是香港有特赦先例。但他無視1977年實施大赦
的情況與今次情況截然不同。不過，公平地
說，彭定康可能被他在香港的代理人（尤其是
公民黨之流）所誤導。
1977年，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因為警察嘩變、

與廉政公署發生激烈衝突而被迫要求廉政公署
終止調查警察貪污，但這並不是像彭定康想的
那樣可以作為一個大赦的先例，因為麥理浩作
出這個決定是為勢所迫，並非出於個人意志。

所幸的是，這種情況不再會有，因為《基本法》
已提供憲制保護，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
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第63條），
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
對行政長官負責」（第57條）。既然《基本法》
第48條第2款要求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任
何試圖干涉目前進行中的案例都屬於違法，彭定康
的提議也不例外。
而且，雖然《基本法》第48條第12款賦予行政

長官權力，可以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但是
特首行使這項權力的情況非常罕見，行使這項權力
必須要有合理的依據——例如罪犯已經奄奄一息，

或者曾幫助當局打擊犯罪活動，或者作出了異常英
勇的行為。大赦絕不能像彭定康所想的那樣為了某
種政治理由（例如綏靖激進派）而在無可奈何之中
作出的權宜之計。

罪惡三人幫詆毀香港警隊
彭定康又鸚鵡學舌般重述黑衣暴徒的所謂

「訴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聲稱
如果過程不透明，就很難恢復市民對警察的信
心。他的話對黑衣暴徒而言無疑很中聽，因為
他們就是希望利用獨立調查抹黑警隊，破壞警
隊的士氣。
與此同時，「香港觀察」的另一擁躉、英國

「跨黨派國會香港小組」議員Alan Carmichael
要求英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所謂香港警察踐踏
人權的議題。由此可見，由彭定康、Carmi-
chael和羅傑斯所組成的罪惡三人幫沆瀣一氣，
多方面、有步驟、有計劃地詆毀香港警隊，破
壞其形象，這正正是黑衣暴徒所期待的。對
此，所有真正愛護香港的、有正義感的人都必
須予以抵制。
彭定康的演講無疑讓「香港觀察」那幫人很

受落，但卻再次向世人展示其人格低劣，他對
香港的指控也會被人嗤之以鼻。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

版》評論版面，內容有刪減。）

彭定康與「香港觀察」鐵了心要跟香港過不去
江樂士 前刑事檢控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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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咏駿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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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鬧一時的醫護人員罷工，在五
天之後草草收場了。這是香港回歸

以來從未有過的醫護大規模罷工事件，不僅令
病人的健康和治療受到嚴重的影響，也令香港
社會更加分化，無形的損害非常巨大。幸好本
港大多數醫護人員都不忘服務大衆的初衷，無
懼風險，繼續堅守崗位，公立醫院系統在上周
人手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並沒有崩潰，依然維
持了基本運作，廣大市民都為這些盡心盡責的
醫護人員點讚。下一階段的關鍵，在於全體市
民放下歧見，團結一心，全力抗疫，這樣才能
確保香港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社區擴散，成功打
贏這次抵禦病毒的全民戰爭。
為了弘揚正氣，守護香港大聯盟近日與同舟

人基金一起拍攝系列短視頻，主要是反映醫護
人員面臨目前複雜的抗疫環境下的心聲，首集
短片在一天內就有13萬市民在網上觀看，裡面
許多醫護人員的心聲和事跡，都給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其中，一位退休護士麥姑娘主動報

名參與協助抗疫，她回憶起17年前沙士襲港的
情況時說，那時大家都不了解沙士是什麽回
事，只是知道這種病死亡率高、傳染性強，一
旦被傳染上就凶多吉少。那時她在黃大仙醫
院，負責接收從瑪嘉烈醫院轉介過來的初步康
復病人。主管要求所有參與的醫護要全力以
赴，心無旁騖，不僅照顧好病人，自身也要做
到「零感染」。在大家的努力下，這個目標終
於達到了。回顧往事，麥姑娘說，現在面對新
型肺炎，她一點也不怕，如果有需要，就重返
戰場，即使去武漢協助都可以！麥姑娘的話令
大家都非常感動，的確，她的話不僅是大多數
醫護人員的心聲，也是我們香港社會主流精神
的寫照。
面對目前新冠肺炎繼續肆虐，香港特區政府

採取了果斷的措施，要求從內地入境的所有人
士，包括本港居民在內，都要强制進行14天的
檢疫，這是阻止病毒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關鍵
行動。要打好這一仗，首先要依靠站在第一線

的廣大醫護人員，他們需要及時發現疑似個
案，盡快予以驗證並採取有效的醫療措施，力
爭提高治癒率，減少社會恐慌情緒。目前，醫
護人員已經結束罷工，許多人都回到了工作崗
位，在這大敵當前的危急關頭，全港700多萬人
都是同坐一條船，廣大市民呼籲，各方面先不
要再糾纏誰是誰非了，應該放下紛爭，大家一
條心來共渡難關。至於醫護人員反映防護裝備
不足的實際困難，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必須高度
重視，全力解決，社會各界也應該積極支持，
守護香港大聯盟也在計劃動員社會力量，通過
其他渠道來收集專業的醫療防護用品，支援前
線醫護人員。其次，廣大市民都要支持及協助
特區政府落實有關抗疫措施。
「自古庚子多磨難，風雨同舟克時艱」。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雖然來勢洶洶，但是，有2003
年成功抗擊沙士的經驗，只要全港市民齊心協
力，不自亂陣脚，再兇惡的病毒，也一定會被
戰勝，香港一定能夠重入佳境，再創輝煌。

放下歧見 團結一心 共同抗疫
黃英豪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守護香港大聯盟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