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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香港懷疑及
確診個案不斷上升，社會上民心惶惶，
導致防疫物品例如口罩供不應求及日常
用品出現搶購潮。面對疫情來勢洶洶，
建制派團體例如民建聯、工聯會等與全
港市民一同對抗疫情，共渡難關。
自疫情爆發後，民建聯與市民齊心抗疫，除了落區派

口罩，近日還成立社區防疫連線，動員義工利用有心人
的捐助物資，在各區向居民宣傳防疫訊息、派發口罩和
消毒酒精，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盡一分綿力，與市民一
同對抗疫情，共渡難關。過去一個月，民建聯還多次利
用不同方式向政府建言，包括與特首司局長會面，以及
到政府總部、消委會請願，要求政府動用口罩儲備，向
弱勢社群分發口罩；要求消委會要打擊「黑心商戶」及
加強監察口罩價格。同時，建議政府盡快將口罩納入
《儲備商品條例》，引入限價及限購措施，務求讓更多
市民能夠購買口罩安定民心。而最重要的是要求政府採
取更嚴厲措施，收緊入境限制，將人傳人的風險減至最
低，積極預防極有可能出現的社區大爆發。
反觀反對派方面，則發起「撐醫護」行動，盲撐

「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不顧市民生死，最後不敵
民意擱置罷工，連累大量無辜病人受罪。反對派還利
用「戲子」在網上社交媒體製造搶購生活用品的虛假
消息，令有關政府官員需不斷澄清，牽扯防疫抗疫精
力與資源；甚至有反對派區議員在疫情嚴峻下仍多次
參與各區非法集會，而相繼被警方拘捕。最為市民所
詬病的是，好多反對派區議員面對疫情不是失了蹤
影，就是利用口罩短缺機會上下其手，向市民謀取暴
利的有之，欺騙市民盜取個人資料的有之，最新的還
出現派口罩時不顧市民安全的可耻行為。說的是東區
某反對派區議員，在區內派口罩，由於活動安排不周
及沒有足夠人手在場維持秩序，令數以百計居民互相
擠擁，差一些出現人踩人的嚴重事故，最終需取消活
動。事後他受到街坊責難，還口出狂言，指市民如對
其不滿意，大可四年後不投他一票。難怪有網民說：
「要人投票時就好聲好氣，做到議員就發你脾氣。」
由此可見反對派行事如何不得民心。
面對本港出現嚴重疫情，市民大眾希望的是社會各界

人士能夠放下歧見通力合作，齊心協力共同抗疫。但不
幸的，今時今日反對派仍無法放下政治歧見，多次發起
各種不合作運動，其中最令人氣憤的是置病人生命於不
顧發起的醫護罷工行動，將全港市民生命作為政治籌
碼，要達到迫使政府封關的目的，最後落得草草收場，
但這已嚴重打擊港人對醫護人員的信心。這件事說明疫
情雖可怕，但反對派用醫護的特殊身份去要挾政府的行
為更可怕。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2020新年伊始，在中國中部主要城市
武漢所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世界的
高度關注。截至昨天，全國確診病例已
超過4萬宗，死亡人數逾千人。這是自
2003年沙士、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
及近20年不間斷肆虐全球各地的禽流感
疫情後，世界再次面臨的重大病毒威脅。
中央政府舉全國之力採取一系列嚴控措施和支援行動

抗擊疫情，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及各國的充分肯定。我們
也看到在疫情面前，無論香港及世界各地人民都對內地
致以深切慰問，以及施以援手。相信透過各方同心協
力，同舟共濟，必定能渡過難關。
面對疫情，恐懼和焦慮是人們的自然反應。然而過度

的恐懼和焦慮引發的恐慌行為，如搶購食物和日用品
等，卻會令抗疫變得更困難。香港的疫情雖持續擴散，
但正如港大專家袁國勇教授分析的，香港的病例比新加
坡、日本都少，香港人無需洩氣。目前，國家和香港以
及世界各方的相關專家正在加緊研製針對新病毒的疫
苗，相信一定能夠實現「可防可控」。

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我們需要增強信心，用科學
方法防範病毒，保護好自己和家人，用愛和鼓勵的實際
行動去關懷和幫助受到病毒侵襲的同胞。這個春天，讓
我們多和家人在一起，享受親情享受愛。大家應盡量減
少不必要的外出、減少聚會、減少社會接觸，有效減低
社區傳播，這就是對防控疫情的貢獻。
各位香港家人，此刻，我們應凝聚力量，勇敢面對

「疫境」，萬眾一心，用愛抗疫。沒有一個冬天不會過
去，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香港加油！中國加油！

「罩」住恐慌情緒對防疫更重要
非常時期須採用非常手段。防疫時期，政府必須祭出雷霆手

段，保障口罩等醫療防護物資供應穩定，消除市民不必要的恐

慌，這既有利防疫，亦彰顯政府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從而

穩定民心。

陳建強 香港友好協進會理事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出現社區感染，引發全城搶
購口罩、囤積醫護和民生用品等亂象。須指出，口
罩雖能阻隔病毒，卻「罩」不住市民的恐慌情緒，
疫情總有平息的一日，不致於擊垮社會，但市民的
不安和不信任，卻比疫情殺傷力更大，更快造成社
會崩盤。

搶購潮增加防疫困難
新冠肺炎的最大威脅，不是死亡率，而是其高感

染率和在無病徵下的擴散。疫症一旦爆發，會在短
期內令醫療負荷暴增，導致醫療系統、醫療資源無
力應付，既造成大規模社區感染，亦易延宕誤診，
引發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購買口罩是市民自我防
備的首要措施，但在需求突然急升下，引發口罩

「飢餓」效應，進一步刺激市民多買幾個口罩，以
求「安心」。

基於社會預期心理和恐懼不安被放大，香港出
現搶購物資的情況，搶購潮發生在防疫物資上，
更對公共衛生造成嚴峻挑戰。全民搶購口罩，令
真正有醫療需求的弱勢者、病患、前線醫護人
員，以致需要接觸大量市民的公務員和服務業員
工，因缺乏足夠的防護物資，對這些人士的健康
安全帶來不必要的威脅，亦加大疫情社區爆發的
風險。
傳染病雖然不會像颱風、洪水與地震等自然災害

破壞基礎建設，但會破壞經濟、民生的正常運作，
災情的變化更瞬息萬變，因此政府在防疫決策上，
不能被動受疫情左右，而應果斷作出超前規劃，搶

佔主導權，既要讓市民了解疫情的最新狀況，更要
讓市民了解政府最新的應對措施，做好適切的心理
預期，減少不必要的恐慌。

多管齊下消除恐慌
如何引導合理心理預期、減少恐慌？
第一，必須建立和持續更新防疫物資的清單，優

先照顧弱勢社群和前線醫護人員的需要，讓高風險
的民眾放心，讓前線醫護及其他提供公共服務的人
員安心工作，保持社會運作穩定有序。
第二，為減緩市民的疑慮，政府應將口罩等醫療

物資列為戰略物資，集中處理，再運用逆市場規
律，包括分批管理、風險導向、資訊科技等方法，
解決市民搶購、奸商抬價的亂象，提升市民安全

感，從根本上消除公眾的恐懼情緒。
第三，政府要推動社會建立正確的風險管控觀

念，同時盡快建立防災防疫的物資儲備，不要等到
災害、疫情發生時，才發現物資供應不足，引起恐
慌和埋怨，市民不滿的壓力落到政府，又令政府的
應對更進退失據。
第四，政府在進行全球採購口罩，同時應聯繫

藥房、行業商會，統計最新貨存量、短期進口
量、到貨批次和日期，持續向外公佈和更新。若
存貨量太少則應拿出應變方法，讓市民安心，毋
須盲目搶購。至於如何避免一再出現對物資供應
不足的緊張，政府更須提早預備，做好預案，明
白防疫期間，保障民生必需品與股市護盤同樣重
要。

面對不斷升級的新冠肺炎疫
情，香港政府積極防疫，出台了

不少抗疫的政策、加強措施以減低疫症在社區蔓
延的風險。不過，政府也面對極大的壓力，在全
球各地都提高戒備，並加強採購防疫物資的背景
下，香港在採購相關物資方面遇到的挑戰愈來愈
大。還有本地部分醫務工作者罕見罷工，向政府
施壓封關。為隔斷病毒傳播，政府尋找合適的隔
離營，又不斷遭遇當地居民的抗議阻撓。政府努
力組織抗疫，還需要得到市民的包容體諒，香港
團結一致才能取得抗疫勝利。
疫災當前，如何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已經成

為全港的首要任務。至2月11日，香港已確診
新冠肺炎患者42宗。強制檢疫實施後，過去兩
日共有1,193人接受強制檢疫，這對彈丸之地人
口密集的香港已經是不小的工作量。
政府未雨綢繆，為預防疫情擴散，於多區設

立俗稱隔離營的檢疫中心，以確保疑似病例與香
港社會隔離，避免社區感染。遺憾的是，政府擬

定的檢疫設施皆遭遇當地民眾在區議員帶領下的
抗議，周日至少有三區爆發示威。當地居民有人
不願意自己居住的所在地有隔離營出現，擔心增
加社區爆發疫情風險。
事實上，疫情發展很快，傳播速度、傳播途

徑等甚至超出一些專家的專業想像。根據衛生
署向沙田區議會呈交的文件指，香港現時三個
檢疫中心已接近飽和，正準備使用饒宗頤文化
館翠雅山房作為第四個檢疫中心，並計劃在現
有檢疫中心，以及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和八鄉少
訊中心，增建約六百個單位的檢疫設施。但目
前更有急切需要將未入伙的公共屋邨用作檢疫
中心，短期內提供數以百計的單位，以解決可
能出現的疫情。
建隔離營和檢疫中心是抗疫的重要設施，也是

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面對疫災，市民
有恐懼也正常。但必須有信心的是，政府隔離或
檢疫都做足防疫措施，正常情況下絕對不會對社
區帶來風險。再說，如果該隔離的不能隔離，該

檢疫的得不到檢疫，任由疑似「患者」周街跑，
「帶毒」者到處走，不僅對社區，對全港防疫都
會是災難。每一個香港人都有支持政府防疫抗疫
的責任，因為關乎到所有香港人的生命安全。
作為區議員，雖然主要服務區內居民，但無

論如何都要從香港的整體大局出發，協助政府做
好區內工作，向居民作出合理解釋，釋除顧慮團
結一致戰勝疫情才是正道，亦是責任。可惜，某
些反對派區議員，逢政府必反，以組織居民對抗
政府為王道，煽動民情，阻撓政府的決策，最終
是在為全港的抗疫設置障礙，是罔顧香港市民的
安全，必然成為香港抗疫的罪人。
當前，香港正在與有可能擴散的疫情作爭分

奪秒的賽跑，涉及香港700萬人的健康及生
命，香港惟有包容體諒團結一致才有力量，才
能打贏抗疫這一仗。各黨派、各政團要放下己
見，多做有利抗疫有助市民健康的事。如果要
講政治，支持政府合作抗疫才是香港當前最大
的政治。

包容體諒 香港團結才能戰勝疫情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萬
眾
一
心
用
愛
抗
疫

黃永光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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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有一位「唔打得」又「不是民選產
生」的領導人，就是英王喬治六世。喬治六世出
生在1895年的雪天，由於家教森嚴、其兄長又
表現優秀，令喬治六世從小變得自卑，又患有嚴
重的口吃。除此之外，他還患有慢性胃炎、膝外
翻，行路左搖右擺、長期要靠矯正夾板鍛煉。
13歲那年，他入讀了皇家海軍學院，4年後成為
軍官候補生，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是，戰
爭僅爆發了三周，他就因為闌尾炎，要退下火
線。終於，他在1916年有份參與了日德蘭海
戰，可惜次年又因為十二指腸潰瘍動手術要離開
前線。

之後當了一會兒空軍，喬治六世回到劍橋的
校園，他愛和低下階層混在一起，煙不離手，愛
打下球、搞下運動夏令營，又試過和名媛傳出曖
昧關係。最後他還是情定一位叫伊莉莎伯的女
孩，被兩度拒絕才抱得美人歸。這樣的履歷，在

當年的英國貴族社會完全被視為「廢青」，後來
他更在毫不情願的情況下登基當英國國王（因為
他哥哥愛德華八世，寧愛美人不愛江山，為迎娶
離婚美國女人而退位）。
卻也是喬治六世，二戰期間，在英國軍隊於

鄧寇克被德軍重重包圍、首都倫敦被德國空軍炸
到稀巴爛、全國活在恐慌之時，喬治六世接過了
王位，發表振奮人心的講話，為國家和人民在絕
望中帶來勇氣和希望。國難當前，英國人雖然資
源缺乏，卻絕不抱怨。
每天，喬治六世走到爆炸後的現場、兵工

廠，為民眾和即將趕赴前線的將士鼓舞士氣。
1940 年冬天，他走到剛被空襲完的考文垂
（Coventry），在廢墟中拿起了咪高峰，結巴
地道：「我知道對於承受沉痛損失的窮苦民眾來
說，語言已不足以表達我的誠懇。」樸實的話，
獲得如雷掌聲。即使王宮被毀，喬治六世會見美

國大使時，只有兩道菜供其選擇，他還是與人民
共渡時艱。
喬治六世的妻子──伊莉莎伯王后，更是「成

功男人背後」的女人，被希特拉形容為「歐洲裡他
最懼怕的女人」。當大家勸告王室和公主們在戰
時應該退到大後方加拿大時，伊莉莎伯王后憤而
斥責：「孩子們不會離開我，我不會離開國王，
而國王不會離開人民。」二戰期間，喬治六世和
王室一直住在白金漢宮，與英國人民共存亡。
1945年，經過6年艱苦的戰鬥，英國迎來勝

利。喬治六世象徵着承擔勇氣、堅毅不屈的精
神，挽救了王室和英國。7年之後，喬治六世因
病長眠，舉國哀悼。首相丘吉爾為這位曾與他並
肩作戰的國王親自寫上拉丁悼詞；「For
Valour ——勇者無懼」。
我們每天都在記者會中聽着官員匯報疫情的

數字，但市民更想聽到的是勇氣和希望之聲。

For Valour ——勇者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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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肆虐，全國人民共同抗疫、共克時
艱。不少國家都對中國的疫情表示關注、慰問和
支持，日本、韓國、俄羅斯、巴基斯坦、沙特、
柬埔寨等國都盡全力支持中國抗疫，但也有少數
國家和地區的政客很不友好，借中國疫情大發災
難財，賺昧良心錢，這些有違人道的說法和做法
只能被正義公理唾棄。
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自己解決，任何困難發

生之際，我們需要共同面對。在疫情肆虐之際，
我們要向那些最可愛的人致敬。

千萬醫護捨生忘死奔赴抗疫前線
在這次不期而遇的重大疫情中，太多國人值

得點讚，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和犧牲精神，讓戰
勝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成為現實。
誰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是戰鬥在抗疫一線的眾

多醫護工作者。醫護工作者是抗疫防疫的主力
軍，沒有他們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和無私敬業的勇
氣，要奪取抗疫勝利談何容易。鍾南山、李蘭
娟、張文宏等醫護界代表，正是這場抗疫戰的中
流砥柱。
不僅湖北、武漢的醫護人員全力以赴與疫情抗

爭，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或來湖北、武漢協助抗
疫，或在當地積極參與防疫，梁武東、宋英傑、李
文亮、徐輝等楷模更為抗疫而犧牲。千萬醫護人員
在抗疫最前線捨生忘死，不忘初心，把維護人民生
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肩負起醫護人員的神聖職責和

使命，他們毫無疑問是當代最可愛的人。
誰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是一聲令下「召

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解放軍
官兵。哪裡疫情最重，哪裡就有解放軍的
身影。解放軍軍醫大學、聯勤保障部隊野
戰方艙醫院、戰區和軍種醫院，眾多解放
軍的醫療救護人員在中央一聲令下，趕赴
湖北和武漢等地實施抗疫任務，尤其是積
極投入火神山等醫院的救治工作，實施戰
時管理，為防疫抗疫注入強大的戰鬥力。
誰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是搶建防疫醫院

的建設者們。沒有他們爭分奪秒的努力，
不可能僅僅用十幾天就建好火神山、雷神
山兩所高規格的傳染病醫院，他們創造了
中國奇跡、中國速度。這些工程建設者夜
以繼日工作，因為他們深知，自己在與時間賽
跑、與生命賽跑，為了抗疫，所有人都拚了，他
們不愧是抗疫戰中最可愛的人。

致敬抗疫戰中最可愛的人
誰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是社區、街道、鄉村

的最基層工作人員，他們是海關、機場、車站、
碼頭的工作人員，承擔了最不起眼、卻最重要的
防疫工作。中國人口流動性大，基層工作人員逐
點排查，人人過關，及時準確掌握流動人口狀
態，為抗疫做出不可低估的重大貢獻。他們就是
抗疫戰中的最可愛的人。

誰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是顧全大局、自覺居
家隔離的全國百姓。廣大百姓犧牲自由、犧牲假
期，自覺宅在家裡，不給國家抗疫添亂，就是以
另類形式參與抗疫戰，他們就是抗疫戰中的最可
愛的人。
向所有在抗疫戰中不懈努力的最可愛的人致

敬。
這場抗疫戰不期而遇，沒有人希望發生，但既

來之，則安之，中國人民不懼挑戰。中國抗疫不
僅是為了自己，也是幫助世界積累抗疫經驗。中
國人口眾多，流動性大，在全世界絕無僅有，中國
戰勝新冠肺炎，必將成為世界抗疫史上的里程碑。

誰是抗疫戰中最可愛的人？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日前，中國空軍8架大型運輸機相繼從瀋陽、蘭州、
廣州和南京飛抵武漢天河機場，向武漢緊急空運795名
醫護官兵和58噸物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