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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醫管局員工陣線」逾4,000人投票選擇不繼
續罷工，這場以「要求全面封關」為名的罷工草草收
場。雖然《基本法》第27條中清晰列明，香港居民享
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是這次「政治罷工」很大機
會不符合《職工會條例》中對「罷工」的定義，不受
法例保障。
所謂「罷工」（strike），根據《職工會條例》定

義，是指「一群受僱用的人經共同協議而停止工作，或
任何數目的受僱用的人因發生糾紛而一致拒絕、或經達
成共識而拒絕繼續為某僱主工作，作為迫使他們的僱
主、另一人或另一群人的僱主，或任何受僱的人或一群
受僱的人，接受或不接受僱傭條款或條件或影響僱傭的
條款或條件的方法。」罷工權成立的基礎，在於在勞資
協商的過程中，資方及勞方力量的不平等，因資方處於
較強勢地位，需要給予勞方相應的手段，使兩者能夠平
等協商，以保障勞工權益，妥善解決勞資糾紛。換言
之，勞方行使條例中的罷工權，前提為罷工是為爭取勞
工權益。
在這次「政治罷工」中，有醫護搞手要求特區政府

「全面封關」，更要求特首林鄭月娥直接對話，罷工要
求協商的對象並不是作為資方的醫管局，而是特區政
府，與一般罷工要求解決的勞資紛爭的性質不相同，罷
工根本是政治行為，與保障勞工權益無關。因此這次
「政治罷工」，並不屬於條例定義的罷工，不受相關法
例保障。
有人揚言，這次罷工基於醫護人員擔心保護裝備不

足，威脅到前線員工的生命安全，醫護才選擇罷工，
罷工是爭取勞工權益，符合條例「罷工」的定義。但
是，在公立醫院仍有足夠的保護裝備，醫管局更一再
承諾會提供充足裝備、保障前線醫護安全，在此情況
下，罷工的理由不成立，因此罷工也不受法例保護。
《僱傭條例》第21B條(1)(b)中指出：「凡為職工會

會員或職員，享有在適當時間參加該職工會活動的權
利。」在Campbell Richard Blakeney - Williams and
others v.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 and others （國
泰航空公司罷工案）中，終審法院認為「罷工」屬於
「職工會活動」之一。
但是，醫護人員在行使罷工權時存在界限，即罷工必

須處於「適當時間」（appropriate time）才受法例保
障。《僱傭條例》中指出：「所謂的『適當時間』是指
職工會活動需在（1）『其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及
（2）『得到其僱主或任何代表其僱主的人給予的同
意』的情況下進行。」簡言之，罷工行動需要得到僱主
同意，否則即為非法罷工。

這次罷工行動，作為僱員的部分醫護人員參加罷工，
並沒有得到作為僱主的醫管局同意。從這一點看，罷工
也不合法，不受香港法例保障，參與罷工人員尤其是罷
工搞手，應受紀律處分及法律追究。

對於政府早前表示將會推出100億元的抗疫基金，筆
者支持，但如何善用這筆基金助港人共度時艱，相信是
許多市民都關心的問題。

市民對政府處理抗疫事件上，存在一定不滿，本港
很早已經有病例出現，但政府沒有早着先機應對疫
情。若果可以及早增加本地生產口罩的數量，提早在
全球採購，然後透過全港18區的民政事務處有秩序地
售賣給有需要的市民，相信不會出現如今的「口罩
荒」。
其次，在邊境管控問題上，政府可以更早和內地研究

應對方案，當疫情開始蔓延時，便實施應對方案，也有
助防止疫症傳播，減低市民的恐慌。
如何善用抗疫基金，政府必須顧及全港市民的需要。

對於一些低收入家庭，可以提供租金協助。對於一班需
要放無薪假期的基層僱員，政府可以向他們發放特別生
活津貼。
至於對中小企的僱主，政府可以設立特別援助基金或

提供免息分期的借貸，讓他們可以度過這個艱難的時
刻。
疫症肆虐，政府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必須痛定思

痛、放眼將來，思考如何帶領香港走下去。在修例風波
和新冠肺炎的雙重夾擊下，香港將面對一段非常艱難的
時期，市民更須團結一致，支持政府努力改善施政，港
人一同走出逆境。

暴徒謀衝擊診所 泯滅人性天理不容
香港應對這場新冠肺炎之難，不但在於病毒傳播力

強、令人防不勝防，更在於一班暴徒、黑醫護、泛暴派

政客，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扯政府防疫後腿，政府在前

方抗疫，他們在後方點火，肆意炒作所謂「全面封關」

等議題，但出發點卻不是防疫，而是為了破壞，為了堵

路縱火，為了讓反修例暴亂死灰復燃。這些黑暴已經失

去了理智和人性，在香港十萬火急之時，仍然是政治上

腦，要將香港拉入萬劫不復之地，而他們則在一旁大吃

人血饅頭。這些人正是香港防疫的最大漏洞，是香港防

疫的「內奸」。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自從疫情爆發之後，特區政府全面啟動防疫工
作，政府的精力都放在抗疫上面，因為這是一場香
港輸不起的戰爭，所有「愛香港」的市民在大敵當
前，都沒有內耗的理由。暴徒、「泛暴派」在過去
大半年在香港到處破壞，將香港這個「法治之區」
變成「無序之城」，而他們仍然稱自己是「愛香
港」、「為香港」。但如果他們真的「愛香港」，
為什麼在香港全力防疫之時還要到處破壞搞事？黑
醫護還要搞罷工做逃兵？有暴徒甚至喪盡天良地發
動針對9間診所的暴力衝擊，以迫使政府「全面封
關」云云。

暴徒襲擊醫院破壞抗疫防線
所謂「全面封關」根本是假議題，香港根本不存
在「全面封關」的可能，因為要「全面封關」，

意味要「鎖港自守」，不能容許任何人流物流進
來，才是「全面封關」的真正意思，但「泛暴派」
自己也承認物流不能停，港人也可以進來，這樣就
不是「全面封關」。而政府現時已經要求所有經內
地來港的人士都需要強制隔離檢疫14日，措施嚴厲
壓縮跨境人流，從而將病毒散播的速度和廣泛程度
減至最低，已經做到了「控關」的目的，與「泛暴
派」的要求並沒有分別。但他們卻裝傻扮懵，仍然
自欺欺人地糾纏什麼「全面封關」議題，這不但是
誤導市民，更說明他們不過志在搞事、為暴力衝擊
尋找藉口，所謂「全面封關」只是稻草人，隨時可
以找其他議題代替。
最令人不齒的是，暴徒不但借疫情發難，更將襲

擊矛頭對向醫院。現時醫院顯然成為了「黑暴」針
對的目標，「黑暴」工會發動罷工之後，護協又要

搞事，現在雖然罷工失敗了，但一班「黑醫護」還
在醫院內搞小動作，干擾醫院防疫，浪費物資，為
醫院製造麻煩。而暴徒早前更公然在多間醫院及診
所放置炸彈及投擲汽油彈，為什麼暴徒要針對醫院
發動襲擊？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的抗疫防線，只要
將醫院癱瘓，香港防疫必將中門大開，屆時疫情在
香港大爆發，造成社會嚴重傷亡，這樣暴徒又可以
出來挑動民情，將暴亂不斷延續。所以，他們下一
步就是針對全港多間診所發難，通過破壞、堵塞、
衝擊，甚至發動炸彈式襲擊，癱瘓所有醫院，這是
名副其實的「攬炒」。

警方必須嚴厲執法送其入獄
全世界都不會容忍攻擊醫院的行為，就算是最窮

兇極惡的恐怖分子，也鮮有襲擊醫院，原因是此舉

必定引致社會巨大憤怒，天理不容，所以連恐怖分
子也留有餘地。但現在暴徒已經針對醫院發動了多
次襲擊，醫院內有大量醫護和病人，這些襲擊隨時
造成巨大傷亡，至今仍然未有傷亡記錄，是香港幸
運而非暴徒仁慈。
現在暴徒針對多間診所發難，輕則導致這些診所

的運作大受影響，大批病人將得不到及時治療，隨
時造成延誤威脅病人安危，重的則會造成嚴重傷
亡，就如暴徒的汽油彈，如果擲向病房，後果將不
堪設想。暴徒公然針對診所發動襲擊，這說明他們
已是喪盡天良，喪失了理性和人性，更說明他們的
出發點，從來不是防疫，而是為了破壞，這些人都
是一班反社會之徒，是香港的最大不安定因素，警
方必須嚴厲執法，將他們送入監獄，才是對香港最
負責任的做法。

近日「台獨工作者」賴清德竄
訪美國，而且台灣大選結束後島

內「台獨」勢力囂張，解放軍戰機在半個多月內
繞台飛行三次。值得注意的是，大陸軍方沒有像
過去那樣，指飛行是「年度計劃的正常安排」，
相反高調指出，「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軍隊有決心、有能
力挫敗一切『台獨』分裂活動，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台媒稱，解放軍戰機連續2天繞台，相當罕

見；亦有台媒指出，這是對賴清德及蔡英文發出
的警告。筆者倒覺得，解放軍「繞台飛行」的確
是警告，但這可不是一次性，也不只是「象徵意
義」，而是帶有百分之百的實戰功能，要實實在
在營造新的台海軍事格局。

營造台海軍事新格局
這個新的台海軍事格局，既直接改變兩岸軍事

力量的對比，也不斷增強解放軍對台海的控制能
力，更進一步壓縮「台獨」活動的空間。筆者相
信，「繞台飛行」之外，若蔡英文當局不改弦更
張，還會有進一步的部署，包括完全廢除兩岸中
線的默契，甚至如同有軍迷猜測的那樣，解放軍
軍機將穿越台灣本島上空。這些，都不只是警
告，而是實實在在的備戰，為有必要時對「台
獨」力量包括軍事、政治等力量給予摧毀性的打
擊做準備。

有媒體披露，今年1月23日上午，解放軍空
警-500、轟-6等型號戰機由大陸南部出海，經
巴士海峽飛向西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活動
後，循原航線飛返駐地。
2月9日11時許，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

力實施戰備巡航，成體系出動驅護艦、轟炸機、
殲擊機和預警機等多種裝備，檢驗多軍種一體化
聯合作戰能力。解放軍戰機經巴士海峽，再自西
太平洋進入宮古海峽巡航，飛返原駐地，執行遠
海長航，並進行針對性實戰課目演練。台灣《中
時電子報》稱，該路線「形同繞台一圈」。

2月10日，解放軍殲-11、空警-500、轟-6
等型號戰機被曝再「繞台島飛行」，與9日基本
為同一航線。這也是解放軍軍機首次連續2天進
行「繞台島飛行」。加上1月23日的飛行，寫下
「繞台島飛行」最頻密的紀錄。

對賴清德竄訪美國作出警告
2月9日，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張春暉空軍大

校就海空兵力戰備巡航發表談話指出，台灣及其
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國軍隊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戰區部隊有決
心、有能力挫敗一切「台獨」分裂活動。2月10
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民進黨當局近來
不斷發表具有「兩國論」含義的分裂言論，擺出
加大兩岸對抗的姿態，加緊策劃台美勾連新動
作，藉機謀「獨」，公然進行危險的挑釁。解放

軍有關行動，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
奉勸民進黨當局不要玩火。無疑，解放軍「繞台
島飛行」不是「例行年度訓練」，而是專門對賴
清德竄訪美國搞勾連作出警告。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軍發言人強調「台灣及其

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國軍隊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意味深長。筆者
理解，這既是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容「台
獨」搞分裂，亦是強調解放軍在台灣以及周邊實
施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

長期以來，兩岸有守住「台海中線」的「默
契」，但「台海中線」不是一條法律界線。近年
來，大陸解放軍實力完全碾壓台灣軍隊，解放軍
軍艦、軍機完全有能力越過「台海中線」，軍機
有能力飛越台灣本島上空。但是，大陸本着推進
兩岸和平發展、以和為貴，馬英九執政時期，兩
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良性合作，台海現狀得
到尊重。
然而，蔡英文上台後，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解放軍便破例展開「繞台島飛行」予以警
告。今年蔡英文再次勝選，氣焰越發囂張，賴清
德更竄訪華盛頓，不斷挑戰一個中國的紅線，實
際上也改變了「台海現狀」，民進黨當局才是挑
起台海緊張的始作俑者。
故此，解放軍未來「繞台島戰備巡航」不僅

「完全正當合法」，也必定改變台海軍事格局，
為挫敗一切「台獨」分裂活動打下堅實基礎。

解放軍「繞台島飛行」壓縮「台獨」空間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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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漢銘 清華大學法學院本科生

蕭煒忠 民建聯經濟發展事務副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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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都希望疫情早日結束。我

們可以做些什麼讓疫情早日結
束？
最近在家的時間多了，減少外出活動，減少感

染和傳播的機會，減少使用口罩。留家可以做什
麼？我不斷聯絡海外的朋友，請求他們幫忙尋找
當地的醫療物資供應渠道，然後協助他們與祖國
內地和香港的機構自行對接，希望找到更多有合
理價格的口罩和醫療物資，支援祖國內地和香港
共同抗擊新冠肺炎。感謝各地朋友的熱心，由於
各地的時差不同，大家除了要顧及自己的工作，
還要應對我的煩請，甚至要到很晚才能休息。錦
鉉在此向您表示感謝！
面對任何災難，只有團結才能更快戰勝，自私

的心態和行為往往會拖長戰勝災難的時間，也會

付出更大的代價。當我們留在家中時，還有很多
人走在前線，直面新冠肺炎，如有良心和愛心的
醫護人員、物流業的從業者、保安員、清潔
工……我們幾個青年團體做了幾個短片向這些奔
走在前線的英雄致敬。為了讓大家看到戰勝新冠
肺炎的信心，我身邊有的青年朋友作曲、填詞和
獻唱。
傳染病的可怕之處是可以傳染全球。武漢市

是新冠肺炎的重災區，武漢過關，中國過關，
世界過關。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在為武漢加
油！為武漢加油是血濃於水的相互鼓勵，傳達
的也是一種戰勝新冠肺炎的信心。港台青年創
意聯會、城市智庫、香港青展協會、香港大專
青年新力量幾個青年團體在農曆年率先發起
「紅包$20，撐武漢，抗肺炎」愛心行動，呼籲

青年朋友及各界人士，透過各種途徑支持武漢
抗擊病毒。我們希望喚起更多香港人的愛心，
同抗病毒。
面臨巨大的災難，人難免會有無助的時候，會有

緊張的情緒，會有埋怨，會有恐慌，正常的。同
時，我們也會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輝。早前，一位護
士朋友告知，她想去湖北省武漢參與救治患新冠肺
炎的病人，希望我幫忙了解如何前去。經過商議
後，適逢香港又有醫護人員罷工做逃兵，急需人
手，她就繼續在香港醫院服務病人。
日前，在社區裡，聽到老人家訴苦，排隊買不

到口罩，甚至有90多歲的長者為了買口罩等了
兩個多小時，雙腿都站硬了，連坐下都有困難。
有的長者沒有口罩不敢出門。我們正籌款買口罩
送給社區裡的長者，希望各方朋友支持！

抗疫成功必然有大家的參與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2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緊急召開會議表
決通過疫情防控的相關決定，將在全國率先從立
法上提出禁止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否則將給予
追責，並對野生動物的交易消費、食用及其違法
責任作出詳細規定，而廣東森林公安、省市場監
管等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將嚴格執法「零容
忍」。廣東的做法值得兩岸四地借鑒、仿效。

2003年沙士一役仍令人猶有餘悸，當時沙士
病毒就如幽靈一樣現身，人人自危、全城恐慌，
年輕的醫護人員獻出寶貴生命，倖存患者很多留
下嚴重後遺症，後經醫學專家查實，沙士病毒來
自「菊頭蝠」，而傳播者是果子狸等野味。
2020年噩夢重臨，新冠肺炎武漢爆發，據香

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
新冠肺炎病毒與沙士病毒有近八成相似，新型病
毒與浙江省舟山的蝙蝠基因最相似，有可能通過
竹鼠或蛇等野生動物傳播予人類。
敝基金於2015年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

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捐建了「樹華人
感染H7N9禽流感研究中心」，為此筆者致函該
實驗室主任，冀望實驗室因地制宜研究浙江舟山
蝙蝠基因數據，找出新冠肺炎防治良方，早日攻
克病毒，造福人類健康。
正如蚊蟲能傳播登革熱病一樣，許多急性傳染病

均由動物及昆蟲作媒介，將病毒帶給人類，故此良
好的飲食及衛生習慣至關重要。西方人不喜歡吃
蛇、禾花雀、禾蟲等野味，也不吃魚腸等內臟，但
中國人吃野味文化由來已久，尤其是我國某些傳統
習慣，認為野生或珍稀動物能延年益壽、滋陰壯陽
等，於是便有了喝鹿血、吃狗肉與熊掌等「吃文
化」，沒有科學根據但以訛傳訛廣泛流傳開去。
現代人除了迷信補身，炫耀「吃高價野味」近年
也成為一種風氣，在網絡屢見不鮮。是次新冠肺
炎禍因仍然是野味，證明沙士教訓人們早已忘
記，重蹈覆轍的錯誤令全世界都因此受累。
野味傳播病毒前車可鑒，早作預防是治本良

策。為此「兩岸四地」有必要檢討國人的不良飲
食習慣，強硬立法規定禁吃野味，且嚴厲執法，
從源頭斬斷野味市場黑色供應鏈，杜絕禍從口
入，以防沙士、禽流感、不明肺炎等重大災難再
次降臨。
網上讀到天文新知有「病毒雨」現象，數以十

億計的病毒會乘着地球的大氣環流飛行，然後像
下雨一樣降落到地球表面，病毒會搭上海浪飛沫
和微小土壤顆粒的便車，以高空的風為動力飛
行，科學家甚至發現在一天內每平方米地面降下
數以億計病毒及數以千萬計細菌，研究人員分析
後還發現，病毒的數量比細菌多了461倍，這是
因為病毒可以附在更輕的顆粒上，從而在高空
飄浮更長時間並散播得更遠。
這些科學新發現對於如何有效預防病毒及細菌

傳播有積極意義，值得各界重視。希望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早日控制病毒及細菌對人類的禍害，
令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立法禁食野味 防疫治本良策
方潤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