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城防疫如火如荼，黑衣魔

卻在泛暴區議員的庇護下，繼

續在社區散播「黑色瘟疫」。

昨日，多名泛暴派區議員在各

區發動反對政府在社區設抗疫指定診所的集會遊行，一眾黑衣魔即

乘機搞破壞，其中在天水圍和大埔的遊行，變成黑衣魔「宣獨」巡

遊，有人更於天水圍遊行尾聲在輕鐵站縱火、堵塞輕鐵路軌及堵

路。警方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人群，拘捕20多名黑衣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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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縱火堵路 借抗疫「宣獨」
破壞天水圍大埔設施 警拘20暴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黑衣魔罔顧疫情嚴峻，以醫
管局公佈改作新冠肺炎的指定診
所作襲擊目標。繼葵涌伍若瑜夫
人健康院一周內兩度遭投擲汽油
彈破壞後，大埔賽馬會診所昨日
亦遭黑衣魔擲汽油彈縱火，由職
員發現報警，幸未有造成傷亡。
醫管局批評，黑衣魔惡意破壞醫
療設施，將病人權利置之不理，
已嚴重影響醫護人員及病人的安
全，並嚴重譴責有關人等所為。

現場為汀角路37號大埔賽馬會
診所。昨晨9時許，有職員發現
診所大門鐵閘對開地面有熏黑痕
跡，地面遺下玻璃碎片及布絮，
懷疑遭人投擲汽油彈，於是報警。

風機鐵閘遭縱火熏黑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翻查
附近閉路電視蒐證及檢走玻璃碎
片等證物作進一步檢驗，案件列
作「縱火」處理。由於泛暴派昨
日下午在全港多區發起集會遊

行，警方為防止黑衣魔趁機再破
壞診所，特別派防暴警駐守各個
診所外。
被醫管局改作新冠肺炎的指定

診所的葵涌伍若瑜夫人健康院，
於本月8日及14日兩度遭黑衣魔
投擲汽油彈，健康院的冷卻系統
的風機及鐵閘位置遭縱火熏黑，
地面遺下玻璃樽及玻璃樽碎片，
警方將兩案同列「縱火」處理，
暫未有人被捕。
醫管局早前公佈，決定啟用

18間診所接收新冠肺炎病徵輕
微的懷疑個案，提供治療及病
毒測試，以減低社區傳播機
會；其中大埔賽馬會診所及葵
涌伍若瑜夫人健康院均為其中
之一。消息傳出後，兩間診所
相繼遭投擲汽油彈襲擊。
醫管局發言人對普通科門診診

所接二連三遭惡意破壞，嚴重影
響醫護人員及病人的安全，予以
嚴重譴責，已將有關事件交警方
處理及加強診所的保安，並重申
惡意破壞醫療設施，嚴重影響運
作，令無辜病人受害，又呼籲有
關人等停止破壞行為。

大埔賽馬會診所遭黑魔擲火彈

香港市面「一罩難求」，當有人在社
交媒體表示有口罩到貨，網民都紛紛留
言「兩盒，THX（感謝）。」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日前與陳婉嫻「直擊」口
罩工場，該片段一在社交媒體發佈，網民反

應相當熱烈，不少網民留言詢問。為了令市民了解口
罩工場的問題，何啟明昨日在社交媒體發佈「口罩工
場兩分鐘Q&A」的片段，回答最多網民留言詢問的
問題。
有網民在工聯會的留言指，口罩成本價兩毫且由香

港製造，希望要兩盒「唔該」。何啟明在視頻中解
釋，成本價當然不是售價，兩毫的成本是指口罩中的
面料、耳繩和鼻線，平時成本的材料價，約是0.22
元，而成本還包括租金、人工、廠房，尤其是廠房是
需要高規格的無塵廠房，還有運輸等成本，所以兩毫
只是純材料價。他笑說，「如果兩毫子賣到畀你，唔
該畀兩盒我呀，唔該。」
有網民則詢問，做好的口罩有多少會分發予香港
人，何啟明表示，在香港作口罩工場的目的是為香港
盡一分力，口罩當然會留給香港人用，「自己口罩，

自己做，自己用。」他重申，在疫症時期，口罩只會派，不會
賣，也不會牟利，希望和大家一齊打好這場防疫戰。

半自動機能月產10萬
有網民對口罩工場產量表示疑惑，「究竟月產10萬個，還是
日產10萬個？」何啟明指出，在籌備口罩工場的兩星期間，每
日都與時間競賽，希望早一日能生產口罩，做得一個得一個。
他續說，為求盡快生產口罩，用了可以先上馬的半自動機，

但是半自動機只能月產10萬個，但「不計成本、不計效益，
做咗先。」他表示，當到達第兩階段，約在3月尾、4月頭，
全自動機到位時，屆時可以把產量提升至1日10萬個。
對有網民指，「究竟你哋（工聯會）屯門是不是招緊人返

工？」何啟明澄清，「呢個係唔關我哋事」，並表示會繼續在
社交媒體發帖文，向市民分享口罩工場的進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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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區議員郭文浩、巫啟航、關俊笙、張秀賢等，昨日下午2時半在天水圍發
起遊行。是次遊行以反對政府在未經公開諮詢下在社區設抗疫指定診所為

名，但包括黑衣魔在內的數百人由宏逸廣場出發，途經天秀路公園、天晴邨一期，
終點是慧景軒對出行人路，其間不少人揮動寫有「香港獨立」的旗幟及叫囂「港
獨」口號。

火焚八達通機 垃圾桶拋路軌
隊伍途經天秀路時，黑衣魔闖入輕鐵天秀站，向兩部八達通機淋潑易燃液體放
火，更向火堆淋潑懷疑易燃液體，令火勢一度加劇。有人更將垃圾桶拋落輕鐵路
軌，當時一輛輕鐵正在對面路軌行駛，罔顧市民安全。
其後，發起遊行的區議員宣佈遊行結束，但仍有大批黑衣魔聚集在輕鐵站附近。
大批防暴警迅速趕至，舉起藍旗警告指遊行發起人已在現場宣佈遊行結束，呼籲示
威者保持理性，和平有序地離開現場，並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但黑衣魔出言挑釁防
暴警，警方即兩面「包抄」噴射胡椒噴劑截停20多人蹲地搜查。

傍晚「快閃」堵路 車捲雜物
下午4時50分，警方出動兩輛小巴押走被捕的黑衣暴徒，但仍有百餘名黑衣魔聚
集，其後因下大雨才四散去。傍晚6時30分，一批黑衣魔在雨停後衝出天水圍天秀
路，以單車、垃圾桶、卡板及發泡膠箱等大型雜物，堵塞多條行車線，隨即「快
閃」逃離。有車輛駛經該處時，雜物被捲入車底，險象環生。防暴警於10分鐘後到
場，清理雜物恢復交通，肇事者已逃去無蹤，無人被捕。
警方譴責暴徒行為嚴重危害道路使用者安全，亦影響附近一帶交通，並重申絕不
姑息違法行為，警告暴徒停止破壞社會安寧。
同日，大埔也有近百名黑衣人非法集結遊行，雖然有人在網上號召遊行反對在區
內設抗疫指定診所，但黑衣魔卻揮動多支「香港獨立」旗，沿途高叫反修例口號，
在區內遊走一小時後散去。
港島堅尼地城、香港仔和紅磡理工大學亦有人集會遊行，防暴警在有關診所外把
守。在理大外，有數名黑衣魔反對宿舍被用作安排內地學生住宿的隔離營，警方即
時警告他們非法集結，以及在兩分鐘內離開，黑衣魔即刻四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不少市民紛紛到處
「撲口罩」自保，各式各樣清潔用品
甚至廁紙等更出現搶購潮。有醫學專
家昨日直言，除了病毒是香港人的
「敵人」外，另一個「假想敵」就是
恐慌，並形容市民出現過度恐慌，所
引起各種搶購潮十分荒謬。他們希望
市民同心協力面對共同「敵人」，不
要再製造「假想敵」。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學醫學會主席
黃天祐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新冠
肺炎的傳染率現時為兩人至3人，或
有可能增至3人至4人，死亡率為
2%；2003年沙士傳染率為2.5人，
死亡率則為 9.6%。若要減低發病
率，應從個人及環境衛生入手。

空氣不傳病毒 毋須常戴口罩
世衛組織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
合作中心主任司徒永康引述世衛
2007年定立的指引指，新冠肺炎病
毒並不會透過空氣傳染，除非透過
氣溶膠操作，故市民毋須經常戴上
口罩，只有需要照顧病人的市民才
需要佩戴口罩，而最好的防禦方法
就是避免到人多擠迫的地方；如在
交通工具上看到有人咳嗽或者有其
他病徵，可以退後大約一米距離，

因為飛沫傳播範圍只有一米。
他續說，手部衛生是防疫的最基
本需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
病菌從黏膜感染，不會從皮膚感
染，然而我們的手部經常接觸眼、
口、鼻等部位，因此需要經常注意
手部衛生，最好攜帶酒精搓手液外
出以備不時之需。
記者會並邀請到日內瓦大學醫學

院感染控制學系總監Professor Didi-
er Pittet 作視像通話。他表示，手部
衛生主要在接觸眼、口、鼻前後進
行，就像母親經常提醒的「吃飯前

要洗手」、「不要捽眼捽鼻」，但
不需要在接觸每件事物後都清潔雙
手，主要都是在接觸自己或者其他
人時才需要。
世衛組織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

合作中心首席護理顧問程棣妍補
充，現在仍然有多個國家及地區例
如澳洲、美國及台灣等都建議市民
不需要佩戴口罩，並提醒市民需要
正確佩戴及脫下口罩，否則更加容
易染病，例如佩戴及脫下口罩前要
清潔雙手、避免接觸口罩表面，以
及當口罩內部濕了需即時更換。

眼部防疫同需注意
眼科醫學院前任院長周伯展表

示，現時已經有兩宗個案證明病菌
有機會從眼部黏膜感染，因此建議
市民注意眼部防禦。除了注意手部
衛生外，如有必要時可以佩戴護目
鏡、黑超或者太陽帽遮擋。
他直言，現在除了病毒是香港人
的共同「敵人」外，另一個「假想
敵」就是恐慌，認為市民已出現過
度恐慌，引起各種搶購潮十分荒
謬，「未染病都已經嚇死。」

醫學專家冀市民勿製恐慌「假想敵」

泛暴派趁人心虛怯
時不斷散播謠言，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
豪早前在未有真憑實
據下，聲言有8名正

接受家居隔離者，過去兩日「逃離」
住所並到律敦治醫院專科門診求診，
律敦治醫院其後澄清並無此事。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b批評譚文
豪「事前不求證、事後不道歉」。有
網民則促請法辦所有發放假消息的泛
暴派中人。
譚文豪前日在網上發帖，聲稱收

到「律敦治醫院醫護」的投訴，稱
近日有最少8名隔離令生效之後經內
地到港、正接受家居隔離的市民，
到律敦治醫院的專科門診求診，並
在登記時多次向醫護人員否認最近
曾到內地，直到醫生經系統查核出
入境記錄才發現他們正接受強制檢
疫，又聲言該院管理層以「唔知點
處理」、「舉報涉私隱」為由「無
作任何處理」，「隨意放走隔離人
士」云云。
律敦治醫院發言人其後回覆傳媒查

詢時表示，有傳聞指有8名隔離者曾

到律敦治醫院的專科門診的資料並不
屬實。翻查記錄，律敦治醫院在2月
12日和13日曾有3名於過去14天內到
訪內地的病人到專科門診診所求診，
經初步評估及了解過病人的外遊記錄
後，門診部已為病人更改覆診日期。
其中1名在2月13日下午求診的病
人，在2月8日實施新衛生條例後從內
地進入香港，院方為謹慎起見前日已
將有關情況通知衛生署。

網民促法辦發假消息者
梁振英昨日在fb引述該則新聞，並

質問道：「立法會議員有巨額的薪
津，有大隊助理，咁大件事，竟然不
做fact check？」網民「陳澤潮」留
言揶揄：「聽埋聽埋當自己，所以不
用求証（證）。因為是聽來的，錯了
不用道歉！」「Kin Lam」就狠批：
「唯恐天下不亂，垃圾議員！」
「Yonnie Tse」直言：「議員發放

虛假消息？！醫管局應點名譴責
囉！」「Sing Sing」也道：「依
（𠵱 ）D（啲）不負責任的人，應該
用法律採取行動，不是講完當冇
事！」「汪敦敬」嘆道：「香港人
幾時醒，唔戴（帶）眼選議員，失
德者最後害死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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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首席護理顧問程棣妍示範正確
脫口罩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周伯展展示市民可以在坊間買到的護
眼裝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兩面警方兩面「「包抄包抄」」噴射胡椒噴劑截停噴射胡椒噴劑截停2020多人搜查拘捕多人搜查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暴徒昨晚在天秀路用雜物堵路暴徒昨晚在天秀路用雜物堵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防暴警在
理大外查看
穿反光衣男
女 的 身 份
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堅尼地城示威抗議指定診所選址堅尼地城示威抗議指定診所選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將大型雜物掟入天秀站輕鐵暴徒將大型雜物掟入天秀站輕鐵
路軌路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有八達通機被焚有八達通機被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何啟明日前聯同陳婉嫻視察口罩工場。 fb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