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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連線」民記工聯助抗疫 向2000清潔工送萬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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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當前，大批清潔工人仍堅守崗位，在一線為

維護城市衛生努力。「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民建

聯和工聯會等昨日分別到全港18區，向前線清潔工

人免費派發口罩等防疫物資，在情人節向這群一直

默默為社會服務的基層朋友送上愛。「連線」並計劃在港九新界18區陸續開展社區防疫抗

疫行動。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持續肆虐，防疫用品
短缺，但食環署旗下
的清潔工人在缺乏足
夠裝備的苦況下仍然

緊守前線崗位，每天清潔街道及公
廁，為全港抗疫戰擔當重要的角
色。有清潔工人表示，現在上班使
用的口罩已使用超過5天，且質量
甚差，又透露公廁的消毒洗手液亦
成為賊人目標，令他們更難找到洗
手液清潔雙手。
擔任管工的梅姐表示，該公司提

供的裝備仍然足夠維持日常運作，
除口罩以外，膠手套、漂白水等物
資已經陸續補給，而現在是非常時
期，她理解公司難處，「公司已經
好努力供應口罩，每人每日獲發一

個口罩仍然可以接受，如果要一日
兩個口罩是奢侈。」
她續說，身邊有同事一個口罩用

足5天，以騰出口罩給家人使用。
「工人沒有口罩的話，只好用毛巾
遮掩口鼻或向其他同事借口罩。」
在工作上，她表示會盡量清潔得徹
底，例如路面上有狗糞的話一定會
沖洗及掃乾淨，且水車會連續兩星
期在確診者出沒的地區進行清洗，
並嚴謹跟隨食環署指引工作。

公廁洗手液頻被盜竊
她還透露，公廁近日經常發生洗

手液及消毒液失竊案，令洗手液的
消耗量突然大增，陷入缺貨危機，
令他們更難找到洗手液清潔雙手。
有清潔工就沒有梅姐般好彩，在

和合石公廁工作的劉先生表示，公
司5個月以來僅派發一個口罩，現
在的環境下他只好用毛巾覆蓋口鼻
繼續工作：「得到口罩開心過中六
合彩！」
在粉嶺區收垃圾及清洗公廁的吳

女士表示，每天上午7時上班，下
午4時下班，沒有時間到各大商店
排隊買口罩，加上公司提供的口罩
數量大減，令她需要重複使用口
罩，「現在戴着的這個口罩已經用5
天了。」

攝張紙巾自製加強版
她慨嘆，公司提供的口罩質量單

薄，如同坊間的「黑心口罩」，無
法阻擋飛沫及病菌。在無可奈何的
情況下，她只好每次使用時都在口
罩內放入一張紙巾，不斷更換紙
巾，「薄薄哋，擋一吓都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外判清潔工 一罩頂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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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人每天堅持在社區、街
道第一線工作，承擔社區防

疫的重要角色，由社會各界人士成
立的「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為表
達對清潔工友的謝意，及強化社區
防疫措施，「連線」召集人張學
明、蘇長榮、陳勇聯同多位社區領
袖，昨日到全港18區向2,000位清
潔工人贈送1萬個口罩及防疫小冊
子。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表示，將

繼續通過連串行動傳遞「社區抗
疫 你我出力」訊息，推動全城抗
疫上下一心、官民專家醫護同心合
力擊退疫情，讓香港早日渡過難
關，重回正軌。

李慧琼率黨友派勻全港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該黨多名立
法會議員、區議員及社區幹事，昨
日連同「抗疫連線」的義工，到訪
全港18區共24個地點，向食環署
清潔工人免費派發口罩，在情人節
中向這群一直默默為社會服務的基
層朋友送上愛。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透露，有前

線清潔員工向他表示，其上司一天
只向他提供兩個口罩，有女工更說
自己只剩一個已用多天的口罩。為
了感謝這批在抗疫前線的人員，他
和「連線」向每位清潔員工各贈送
5個口罩，以解燃眉之急。
民建聯深水埗支部議幹團隊同日

亦約見環境衛生總監，要求食環署
立即增加清洗街道次數；加強清潔
由食環署管理的設施，包括公眾街
市、熟食中心、小販市場、公廁、
垃圾收集站等；定時對這些設施內
的樓梯、升降機、大堂等公共設施
進行清潔及消毒；因應深水埗的情
況清潔舊樓、唐樓、街道和後巷。
他們同時要求署方謹慎落實關顧

清潔工，確保外判公司已提供必需
的清潔裝備，同時要徹底了解清潔
工的個人保護是否足夠，如有不
足，署方應協助外判公司處理，確
保清潔工友得到必需的抗疫保護。

黃國林有貴安蔭送口罩
日前獲香港佛教聯合會捐贈

4,000個口罩的工聯會，其理事長
黃國和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

協會理事長林有貴及一眾義工，昨
日到安蔭邨向前線清潔工送贈口
罩。
黃國表示，前線清潔工友口罩嚴

重不足，是次活動送出了由佛聯會
捐贈的口罩，並為工友送出了由製
造業工友生產的清潔液，希望不同
行業的打工仔可以互相支援，團結
做好所有抗疫工作。

高永文陳凱欣派消毒品
由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牽

頭的「心中有晴」同日亦向深水埗
區的長者及基層家庭派發口罩及消
毒物品。參與的立法會九龍西議員
陳凱欣表示，希望盡一點力協助基
層及長者渡過今次的疫情。
高永文感謝「瑞林國際合作有限

公司」捐贈一批口罩免費派發給有
需要人士，並藉昨日情人節將口罩
送贈到不同老人院、獨居老人、清
潔工人、保險從業員及一眾基層人
士手上，以表心意，同時向身邊人
及社會表達關懷，為社會發放正能
量，更希望其他有心人發揮友愛精
神，伸出援手。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民建聯和工聯會等昨日分別到全港18區，向前線清潔工人免費派發口罩等防疫物資。
民建聯fb圖片

■工聯會成員及一眾義工到安蔭邨，向前線清潔工送贈
口罩。 工聯會fb圖片

■李慧琼和該黨多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及社區幹事向
清潔工人免費派發口罩。 民建聯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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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令捐血人數大幅減少，血庫存量
不足，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與該黨一眾兄弟姊妹

響應紅十字會呼籲，到觀塘捐血站捐血，並發起馬拉松式捐血行動，呼籲各民建聯成
員、義工、街坊、朋友，一起接力捐血，分享一分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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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香
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計劃率
領團隊支援武漢抗疫。香港與內地
血濃於水，同胞有難，香港伸出援
手義不容辭。正如戰士衝鋒陷陣、
奮勇作戰一樣，醫護的天職就是對
抗疾病。盧寵茂及其團隊馳援武
漢，彰顯醫護治病救人的大愛精
神，以及香港與內地守望相助的深
厚情誼。港人向盧寵茂團隊寄以衷
心祝福和支持，希望他們全力以赴
抗疫救人、平安歸來。

目前全國已有 29 個省份共派出
醫療隊 189 支、21,569 名醫護人員
前往湖北，內地各省市更展開對湖
北的對口支援。這次盧寵茂計劃率
領的團隊，包括12名香港醫護人員
及港大深圳醫院的內地醫護人員，
是本港首支支援武漢的醫療隊伍。
身兼瑪麗醫院肝臟移植外科主任的
盧寵茂，一直惦記着武漢疫情，他
日前離開香港前往深圳，參與抗
疫。盧寵茂強調，醫護人員應該幫
助病人，醫護的天職就是要對抗疾
病，而非逃避疾病。

在全國抗疫的戰役中，香港從
未缺席。在武漢指導抗疫工作的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特別提到
武漢港資亞心總醫院，表揚該院
主動提出將全部近400張床位拿出
來接治患者。孫春蘭讚賞香港同
胞與武漢人民並肩作戰，「充分

彰顯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
生命力。」

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面對災難
挑戰，兩地從來都是互相幫助，共
同扭轉逆境。在這次抗疫中，中央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展開疫情防控工
作，包括最大限度減少兩地人員往
來，及時調整跨境航班和高鐵班
次，內地在口罩等醫護防疫物資緊
絀的情況下，仍照顧香港防疫所
需。另一方面，香港各界紛紛向湖
北施以援手，截至2月10日，香港
各界通過中聯辦及其他渠道向內地
捐款捐物累計超過10億元人民幣，
充分體現兩地心連心、齊抗疫的血
肉情誼。

新冠肺炎病毒傳播能力強、隱匿
性高，參與防疫的醫護人員面臨巨
大風險。盧寵茂也坦言今次任務殊
不簡單，希望集中精神籌備，全力
保障團隊人員的安全。疫症威脅面
前，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雖然湖
北目前的醫護人員和物資仍然非常
緊缺，但相信全國上下一心，一定
能盡快把疫情控制。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日前發佈致
「鑽石公主號」郵輪中國同胞的慰
問信，信中寫道：「我們堅信有愛
就會贏，疫情終將被人間之愛戰
勝！」有愛就會贏，香港市民以盧
寵茂及其團隊為榮，祝願他們以愛
心打贏抗疫戰，早日凱旋而歸。

盧寵茂團隊馳援武漢彰顯港人大愛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公佈防疫抗疫基金的具體措施，

援助受影響行業及僱員、幫助市民尤其是弱勢社群，
政府會向財委會申請不少於250億元撥款。疫情衝擊
之下，本港經濟急跌入「寒冬」，企業、市民無奈忍
受朝不保夕的痛苦。政府反應迅速，推出具針對性、
力度比較大的措施紓困救急，以新思維直接資助商界
本地生產口罩，滿足本港防疫的迫切需求；並且簡化
手續，資助低收入階層解燃眉之急，做到體恤民情、
急民所急。希望立法會議員、社會各界以救災濟民為
重，以民為本，勿再施政治化干擾阻撓撥款。

政府月初宣佈成立1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為受疫
情影響的僱員及僱主提供支援，惟一直未有交代詳
情。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對經濟活動和市民生活的影
響更日益嚴重，企業倒閉潮、裁員潮隨時接踵而至，
基層市民手停口停，生活百上加斤。因此，防疫紓困
措施必須爭分奪秒、對症下藥，才能力挽狂瀾，發揮
最大效果，緩解企業、市民的燃眉之急。

昨日，政府宣佈的抗疫措施包括向醫管局提供額外
47億元撥款，一筆過資助多個受疫症影響的行業，包
括建造業及公私營住宅物業，惠及地盤工友、物業管
理公司清潔工及保安員；向旅行社、持牌食肆、零售
店及持牌小販等發放津貼，金額介乎 5,000 元至 8 萬
元；為會展業、演藝團體、創科行業及與再培訓局合
作的機構等提供援助；並會為20萬戶低收入家庭，每
戶發放5,000元；教育局會向全港幼稚園提供資助，即
將發放的學生學習津貼，增至3,500元。這些措施針對
性照顧受疫症影響最大、最需要支持的機構、企業和
市民，比較精準；而且政府吸取以往紓困手續繁複、
滯後的教訓，強調簡化直接，支援金額更加碼至250
億元，措施考慮周全，力度更大，平心而論值得肯
定。

值得注意的是，為確保口罩供應，政府除繼續全球

採購，還將直接資助私營企業作本地生產，以及研發
可重用口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創
新科技署會協助廠商尋找廠房，政府會向每條生產線
提供數百萬元的資助，政府亦會採購本地生產的口
罩，確保本地生產線有足夠訂單維持運作。本港是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政府視小政府、大市場為圭臬，過
往一直不會直接資助某個行業或產業，以免引起干預
市場的非議。如今政府直接資助企業在本地生產口
罩，主動協助廠商尋找廠房，承諾採購「包底」，這
是施政思維的重大突破，反映政府審時度勢，明白到
口罩在防疫時期，是如同大米一樣的戰略物資，口罩
足、則人心穩。全球搶購口罩，為保障本港口罩供應
穩定，政府靈活應變、特事特辦，確是明智之舉。

疫症肆虐，經濟形勢惡劣，企業、市民承受重壓，
不同政黨、社會人士都強烈要求政府善用抗疫基金，
推出紓困措施，助企業、市民渡過難關。但近年本港
泛政治化，不論政府推出什麼政策措施，都會招來陰
謀論的質疑，在立法會遭到政治化狙擊更是常態。昨
日政府公佈防疫抗疫措施的記者會，已有「政治化」的
味道，特首林鄭月娥多番被問是否「用錢平息民怨」、有
否「亂派錢」？其實，250億的抗疫措施能否真正落實，
能夠兌現多少，還要通過立法會財委會審批的關鍵一
環。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示，已收到政府通知，
要求財委會召開會議處理抗疫防疫撥款，他已決定下周
五召開特別會議，呼籲議員聚焦討論；反對派亦表示，
同意有關安排，盡快批出撥款，反應尚算正面。

救災如救火，防疫抗疫具有緊迫性和凌駕性。在賑
災救民的問題上，希望不同黨派放下歧見，通力合
作，不要再出現拉布拖延，應讓撥款盡快通過，令企
業和市民盡快得到幫助。借防疫抗疫搞政治化操作，
損民利益，違背民意，只會失分，相信各黨派會作出
對民負責的決定。

抗疫措施急民所急 財委會須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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