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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次有一名上船進行檢疫工作的職員染病，當時
他有戴上口罩及手套，但未穿上全套保護服，亦未戴上
護目鏡。圖為日本方面的檢疫人員。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目前仍然停泊在日本橫濱隔離檢疫的「鑽石公主

號」郵輪，昨日再有39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至

此，該郵輪已有174人確診。該郵輪載有大約300名

港人，有接受隔離的香港乘客昨日指，自隔離起幾乎

沒有出過房門，預期最快下周三可離開郵輪。有旅客

家屬則擔心日本當局會延長隔離時間，感嘆近日幾經

辛苦才為船上父母爭取問診及基本藥物供應，憂慮長

期隔離會影響乘客精神健康。有份協助旅客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希望特區政府加緊支援香港

乘客所需，並在隔離完成後派包機接送港人回港。

郵輪客怕染疫 自困公主房
港人頻撲為船上父母送藥 憂日方延長隔離時間

停泊於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昨日再
新增39人確診新冠肺炎，更首次有一名上船進行檢疫
工作的職員染病。截至昨日，郵輪上累計有174宗確
診個案，令日本全國確診個案增至203人。政府同日
宣佈將擴大禁止入境措施範圍，所有曾到訪中國浙江
省的旅客，亦不可入境日本。

累計增至174人確診
據日本厚勞省介紹，新得出檢測結果的53人中39人

呈陽性。郵輪上總計492人得出檢測結果，其中確認
174人呈陽性。據悉他們將被送往醫療機構。
厚勞省稱，在郵輪上已查明感染後被送往醫療機構

的搭乘者中，4人為接受重症監護室（ICU）治療等重
症患者。據稱他們為六十歲至七十多歲男性，3人為
日本人，1人是外國人。這4名重症患者都已被分送到
各地醫療機構內加護病房等處治療，由於4人本身都
有疾病，厚生勞動省將調查患者本身疾病與新冠肺炎
重症間的關聯性。
至於前日被確認感染的日本男性檢疫官，是日本負

責新冠肺炎醫護及防疫工作的人員中首名患者。他在

3日晚間到4日晚間，也就是鑽石公主號剛
抵達日本橫濱港外時登船，負責進入旅客客
房量度船上旅客體溫與回收問卷作業。他當時有
戴上口罩及手套，但未穿上全套保護服，亦未戴上
護目鏡。
該名檢疫官其後如常到檢疫部門工作，9日出現發
燒等病徵，翌日接受病毒檢測，確診後住院。厚勞省
正在對其家人以及在事務所一起工作過的職員等健康
狀況進行追蹤調查。

日擴入境管制範圍至浙江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在對策總部會議上表示，將

對郵輪的乘客和船員加強病毒檢測態勢。同時，為防
日本疫情進一步蔓延，將擴大入境管制範圍，除了湖
北省外，由於浙江省確診個案逾1,000人，因此所有曾
到過浙江的外國公民亦不可入境日本，由當地時間今
日凌晨零時生效。
日本外務省同時呼籲仍身在中國的日本公民，應

「盡速」考慮返國，明顯加強呼籲強度，而有意前往
中國的日本人亦應暫緩行程。 ■綜合報道

檢疫官亦染病 戴口罩手套未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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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
新華僑報》報道，11名身
在「鑽石公主號」郵輪的港
人和兩名澳門居民，昨日聯
名致函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和
中國外交部全球領事熱線，
感謝在相關部門協調下收到
所需藥物。
《日本新華僑報》引述該
信函中表示，他們已經在郵
輪隔離第六天，「因為是旅
遊的原因，我們所帶的藥物
已經全部用完。而郵輪公司
因為事出突然，一時應付不
了，所以我們—直收不到所
需要的藥物。」
他們在信中指出，「我們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人，
年紀大的是84歲了，食了
多年的降血壓藥一天都不能
停，還有多人需要藥物，包
括抗凝藥、心臟病藥、糖尿
病藥，在這個萬分危急關
頭，我們求助於外交部全球
領事熱線，經你們通過各部
門的努力協調下，我們的藥
物已經全部收到了，感謝你

們為我們做出的—切努力！感謝偉大
的祖國！使我們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
豪，因為我們在國外遇到困難時有我
們強大祖國的支持。祝願我們偉大的
祖國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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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號上的旅客與船組人員合計3,711人，惟日本厚生勞
動省至今針對有症狀者、與有症狀者長期密切接觸者，及自

述身體不適者實施病毒檢查，總計只有492個人的檢查結果出爐。
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昨日公佈，當局為「鑽石公主號」乘客
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其中53人的結果出爐，有39人對病毒
呈陽性反應，年齡介乎十多歲至八十多歲，是日本內首次有十多
歲的人士確診。39人中，包括10名船員及29名乘客，分別來自
日本、美國及中國等地。

全船人隔離至下周三
目前，該船上約3,700人中，共有174人確診，仍有其他檢測
結果有待公佈，全船人員最少需要隔離至本月19日。
目前在船上隔離的資訊科技界選委楊和生昨日接受香港電台訪
問時表示，船上有安排乘客分組到甲板「放風」，但因擔心接觸
他人會增加感染風險，他已好幾日沒有出過房，目前健康良好。
他續說，船長每晚都會作總結廣播，告知相關消息以及倒數隔
離日數。如果沒有特別情況發生，預期下星期三（19日）便會完
成14天隔離，等待有關當局再行公佈相關回港安排。

港客缺藥靠阿舜救命
香港旅客家屬黃小姐則表示，目前父母正在船上隔離，其中母
親曾有出現發高燒、咳嗽、呼吸不順等徵狀，但卻遲遲不獲船公
司安排醫生看診，經過3天只獲船上醫生電話問診，派發退燒藥
及消炎藥，「結果靠自己屈好咗一大半。」由於其父親是長期病
患，攜帶的藥物已經服完，經她不斷致電求助以及鄭泳舜幫忙，
最終才獲派10天份藥物。
黃小姐感嘆，現時郵輪上每日都出現新增確診個案，擔心日本
當局會延長隔離時間。乘客若長時間滯留幽閉空間，擔心會影響
他們的精神健康。
鄭泳舜表示，民建聯接獲多宗船上求助個案，除擔心船上衛生
狀況、是否有足夠防疫措施外，因船上廣播主要以日文為主，導
致訊息短缺。他引述有乘客提出訴求，希望日本可安排所有乘客
接受病毒快速測試，讓陰性結果的乘客下船轉往陸上隔離，以免
繼續困於船內的密封式空間，空氣不流通下增加感染機會。
他並期望入境處增派人手，處理旅客的藥物、口罩等生活所
需，亦希望食衛局及保安局能提供更全面支援，包括翻譯、精神
及醫療等協助。他希望日本當局表明隔離時限，亦希望特區政府
考慮安排包機接送港人回港。今日，鄭泳舜會約見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有關負責人，反映船上港人旅客的訴求，並於會後向傳
媒交代最新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出發、載有約2,200人的
「威士特丹號」（MS Westerdam）郵輪，被多國政
府拒絕泊岸，在海上「漂流」近10天。船公司荷美郵
輪（Holland America Line）昨日宣佈，已取得柬埔寨
批准，可在該國的最大港口西哈努克城（Siha-
noukville）停靠。未來數日中，船公司會安排專機接
載旅客到柬埔寨首都金邊（Phnom Penh），讓乘客各
自回家。

縱無新冠個案 多地仍拒泊岸
載有1,455名乘客及802名船員的「威士特丹號」，

於1月18日由泰國出發，1月31日停泊香港，並於2
月1日離開香港，原定2月15日在日本橫濱結束旅

程。不過，在新冠肺炎在各地爆發後，儘管船上並無
確診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個案，但多個國家及地區，
包括菲律賓、日本、韓國、關島及泰國等均拒絕該船
泊岸。
昨日，荷美郵輪宣佈，該公司已取得所有批准，停

泊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城，預計可於今日上午抵達。屆
時，「威士特丹號」會在港口停靠多日，讓旅客落船
及上岸，船公司稍後會安排專機接載旅客到金邊，讓
乘客各自回家。
荷美郵輪稱，會安排及負擔旅客回家的所有飛機費

用，在此之前，該船公司已表示會向全數旅客退還這
次行程的所有款項，並會給他們額外的抵用額，讓他
們未來再參加郵輪旅程。

漂流多日無人收 郵輪終泊柬埔寨

▶鑽石公主號至今仍停泊在日本橫濱隔離檢疫，船上所
有人員最快下周三才可離船。 資料圖片

■鑽石公主號

昨晨分別在東鐵大埔墟站和馬鐵沙
田圍站發現「鞋盒詐彈」，這是港鐵
11天內遭受的第三次炸彈威脅。在本
港抗疫的關鍵時刻，有暴徒以「鞋盒
詐彈」刻意製造社會恐慌，擾亂抗
疫、破壞社會安寧，用心極其陰毒。
這是本土恐怖主義持續囂張的警號，
警方必須嚴厲打擊，盡快緝拿兇徒，
市民要齊聲譴責，不容本土恐怖主義
在港生根。

本港近期接連出現真真假假的炸彈
案，本月2日在羅湖的港鐵列車上發
現土製炸彈，炸彈被移往月台後一度
爆炸冒煙，其後不法組織在社交平台
承認責任；本月5日，大埔墟站路軌
發現「鞋盒詐彈」；昨日發現的兩起
「鞋盒詐彈」同樣出現在鐵路路軌
上，更留有「香港民族獨立黨」及攻
擊警隊的字句。這些炸彈事件雖無市
民受傷，但嚴重干擾列車服務，造成
市民極度不安。

在公共交通上放置炸彈，對市民的
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根據本港法
例，該等行為，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
15萬元及監禁5年。警方固然有責任
嚴厲打擊，市民亦要提高警惕，發現
可疑物品及時報警，千萬不要自行處
理。

頻繁的真假炸彈事件，更暴露暴徒

明顯有製造恐慌、擾亂民心的惡毒意
圖。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需要政
府、市民集中精力、齊心抗疫。此時
有人以「鞋盒詐彈」擾亂抗疫部署，
意圖令抗疫出現漏洞差錯，借此打擊
政府管治威信。真假炸彈的違法行
為，與修例風波司空見慣的黑衣暴徒
掟汽油彈、「私了」如出一轍，就是
企圖製造重大人命傷亡和混亂，逼政
府答應他們的違法和不合理政治訴
求，這是全世界恐怖分子的慣用伎
倆。暴徒不甘心修例風波能量持續萎
縮，又施放真假炸彈伎倆，把市民生
命當籌碼，與全城同心協力抗疫背道
而馳，極度冷血、沒有人性。

層出不窮的真假炸彈案，是本土恐
怖主義發展、生根的苗頭。最近一個
月，本港已有4宗土製炸彈案及17宗
「詐彈」案，顯示有暴徒蠢蠢欲動，
不斷採取極端暴力行為，一再挑釁警
方，以示其搞亂香港、衝擊法治的能
量。本土恐怖主義，不管披什麼政
治外衣，都是違法行為，都是法治社
會絕不容許的，都應受到法律嚴懲。
全球各國打擊恐怖主義絕不手軟，本
港反對派、縱暴派最崇拜、最仰慕的
美國更應如此。特區政府、警方對本
土恐怖主義同樣要重錘打擊，切實保
障社會法治秩序和市民的生命安全。

嚴懲「詐彈恐嚇」不容本土恐怖囂張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確

認，2000多名滯留在湖北省的港人中，有10名港人
確診，他們均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情況大致穩
定。另外，停泊在日本橫濱接受隔離檢疫的「鑽石
公主號」郵輪上，有260名港人。這些身處外地、正
受到疫症威脅的港人的處境，牽動着全港市民的
心，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保障外地港人安然無恙，
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特區政府應主動爭取中央、外
交部、湖北省的支持，充分發揮駐湖北和日本機構
的作用，盡最大努力給予外地港人適切支援，創造
條件讓外地港人平安返港、渡過難關。

為協助在湖北港人盡快擺脫疫症威脅，本港有不
少人士建議政府派包機接回滯留人士。但現實情況
是，目前身處湖北的2000名港人分散在湖北不同城
市，由於湖北採取最嚴密的防疫管控措施，城市之
間乃至城市之內的交通基本停止運作，特區政府即
使派出包機，但首先要解決如何把分散在湖北不同
城市的2000多港人有條不紊地集結一地，當中牽涉
複雜的人員運輸問題；在交通運輸過程中，更可能
面臨巨大的交叉感染風險，滯留的港人有多少人願
意冒險？有滯留的港人表示，不是特別想現在回
港，擔心萬一自己是沒病徵的帶菌者，傳了其他人
也不是好事；有人擔心回港可能比留在當地更危
險。這反映部分滯留港人理性面對疫情的心態，作
出對己對人負責的選擇。

理性地說，滯留湖北港人一時三刻未必能返港，由
特區政府給予必要的協助更加適切。首先，特區政府
要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當前滯留湖北港人的困難，主
動爭取中央和湖北省給予最大的支持。港資三級綜合

醫院武漢亞心總醫院在得知武漢市病床緊張情況後，
主動提出將全部近四百張床位拿出，用於接收治療患
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對武
漢亞心總醫院的做法表示讚賞和感謝。孫春蘭更指
出，面對疫情，香港同胞與武漢人民攜手同心並肩作
戰，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港
人和內地同胞關係血濃於水，守望相助，共抗逆境。
中央一直大力支持、全面配合香港抗疫，中央和湖北
省將一以貫之，協助特區政府照顧好滯留湖北的港
人。這一點，港人應該放心。

其次，特區政府須全面準確掌握所有滯留湖北港
人的情況，包括人數、所在城市和居所、通訊聯絡
方式、以及健康狀況，一旦這些港人發生緊急情
況，特別是出現病徵需要求醫時，特區政府駐武漢
辦事處一定要幫上忙，不能出現港人求助無門、求
醫受阻等現象。另外，政府要照顧好滯留湖北港人
的生活所需，包括提供防疫用品、食物及藥物等生
活必需品，避免這些港人要面臨斷糧斷藥的危機，
不至於造成迫切返港的恐慌。

至於目前在「鑽石公主號」郵輪接受隔離的港
人，特區政府應通過外交部給予密切的關注，實時
跟蹤了解他們的情況和需求。該郵輪的防疫隔離不
容樂觀，持續傳出有人被感染，連日本負責檢疫的
工作人員也「中招」，特區政府更要多走一步，做
好應對事件惡化的預案。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政
府應盡快把滯留外地的港人接回。與此同時，政府
應加大力度，尋求社會共識，增建更多檢疫設施，
做好隔離及檢疫預先安排，以備眾多外地港人返港
後隔離之需。

盡最大努力給予外地港人適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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