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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駿洋駿洋食得安心 困公主公主無覺好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目前，「鑽石公主號」上尚有50多
名確診新冠肺炎的港客，及30多名
緊密接觸者仍滯留，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促請特區政府盡快採取
一系列的支援措施，包括提供翻譯
服務，並成立傳染病專家醫療組協
助仍在日本留醫港人，並盡快公佈
仍滯留的港人返港的安排。
在日本被確診的港客被安排到10

間不同的醫院，家屬更一度與他們
失去聯繫，即使能確定入住的醫
院，但對病情一無所知，萬分憂
心。
鄭泳舜昨日先後到東京、橫濱3

家醫院與醫護人員會面，了解入住
港客的最新情況和運送其所需物
資。由於他們與當地的醫護人員言
語不通，對患者病史不了解，擔心
影響治療進度。其中一間醫院的醫
護人員，協助他接駁病房電話，終
於與求助患者直接聯繫上。
「雖然未能面對面交談，但能對

話，透過聲音也能感受到患者對抗
病魔的樂觀與堅強，未等我為他加
油打氣，他反而先搶先鼓勵：『喺
香港嘅都要加油，一定可以打贏這
場仗！』」他說。
據悉，一名入住聖瑪麗安娜醫科

大學醫院的女患者目前情況嚴重，
出現呼吸困難，已安排於深切治療

部留醫，其家人憂慮當地醫療支援
不足及缺乏治療新冠肺炎經驗。鄭
泳舜日前已組織了數名日語翻譯義
工即時投入服務，透過電話協助留
院港人，希望能解燃眉之急。
他期望香港特區政府盡快為滯日

港人提供協助，包括派遣由香港傳染
病專家組成的醫療隊到日本協助確診
患者，及提供「一站式」支援，包括
以「個案經理模式」提供服務，並建
議將目前分散在日本不同醫院的香港
患者，集中到兩至三間醫院，方便特
區特遣隊人員照料。
鄭泳舜透露，他正與中國駐日大使
館和當地醫院協商及聯繫，希望可為
患者提供翻譯服務或配置翻譯器材，
同時要求香港駐東京經貿辦為滯留的
港人繼續配送物資，及盡快公佈滯留
在日本的港人返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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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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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
日以《同舟之情，攜手走過
崎嶇》為題，致信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他在
信中表示，今天香港最大的
新聞，是「鑽石公主號」郵
輪上的香港居民陸續返港。

半個多月來，364名滯留海外
的港人處境牽動人心。外交
部和駐港公署緊急協調，特
區政府迅即行動，建制派議
員趕赴日本雪中送炭，首批
106名香港乘客今天上午終於
順利抵港。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丹
心寸意，皆為有情。」駱惠寧
引用到《詩經》字句去形容。
他說，一場疫情，凝聚起同舟
共濟的深厚情意，也見證着人
間大愛、人性光輝。

詳刊A2、A23

駱惠寧：同舟之情，攜手走過崎嶇
在日本處理包機事宜的特遣部隊昨日

稍事休息後，隨即夜以繼日地工作，協助
仍在船上港人盡快回港。行動得以順利進
行，全賴中央政府統籌，經中國駐日本大
使館、外交部駐港公署與香港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緊密協調。參與指揮這次撤離行動的香港入境處
處長曾國衞表示，在日本安排旅遊巴士時遇到困難，幸

得駐日使館協助，將船上香港居民接載到羽田機場。他
說：「感謝國家，特別是外交部門的大力支持。」

據了解，由於日方遲遲才向港方提供船上港人病毒
檢測結果及獲准離船人士名單等資訊，以致特遣部隊
的工作遇上很大阻滯，例如特遣人員前晚6時已抵達橫
濱港，但接人的車輛10時才准進入，深夜1時才能開
車將港人送往機場，以致首架包機的出發時間較原定

延遲了數小時。

捱了通頂 早上又籌備
入境處人員由前日上午一直工作至接近昨日天亮，昨

日早上稍事休息後，又繼續馬不停蹄在酒店大堂為港人
準備乘坐第二班包機所需的物資。為了應付在碼頭昏暗
的環境下核對港人資料，小組人員到百貨公司購買戶外

照明燈，又打點乾糧讓港人在機上進食。
據了解，區志光與曾國衞及其他入境處人員昨日亦

一直與日本政府、航空公司及郵輪公司的代表開會，
務求盡快妥善處理安排包機事宜，雖然第二架包機未
能於昨日起飛，但仍希望能盡力促成所有通過檢測及
非緊密接觸者可於今晚全數撤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東京、橫濱報道

中央統籌接返港人 使館港府緊密合作

駿洋營生活物資

謠言

「鑽石公主號」乘客不跟隨包機返港，
留在日本14天後返港就不需入住駿洋
邨進行強制檢疫？

包機內有內地居民？

有未經日方檢疫的港人登上首班包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澄清

入境處有船上港人名單和記錄，所以他們回港時，港口衛
生科一定會向他們查問，要求他們在港接受14天隔離檢疫
的可能性非常高。

特區政府表示，沒有收過除了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希望乘
坐香港包機的要求，故包機內只有港人或澳人。

包機上所有港人的檢測結果是陰性，不是確診者，也不是
緊密接觸者，部分上機人士已獲口頭知會檢測結果是陰
性，只是暫未獲日方發出的證明書。

駿洋營澄清隔離謠言

在海上「漂浮隔離」半個月之久，「鑽石公

主號」上300多名港人昨日經歷天堂與地獄的

滋味，當中106名港人終能上岸乘坐包機返

港，胡女士就是這批幸運兒之一。她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難掩興奮之情。雖然回到香港仍

未能回家，要入住駿洋邨接受檢疫14天，但

胡女士坦言已很感恩，感謝入境處跟日本政府

周旋，「喺咁短時間要安排咁多嘢，已經做得

好好，好足夠㗎啦！」但另外一半港人繼續滯

留「鑽石公主號」上，更大打擊的是昨日再多

12名港人確診，回家夢又受航班調動影響，

回程一再拖延。

昨晨8時半，載有106名港人的包機飛抵香港機場。
雖然大人、細路全部都戴上口罩，但眼角眉梢仍流

露出興奮的心情。其後，他們跟隨工作人員指示，登上
在停機坪的旅遊巴到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

早餐三文治午餐排骨飯
胡女士獲安排入住駿洋邨高層單位。她說，回港第一
頓早餐是三文治和炒麵、午餐則是豉汁排骨飯和紙包飲
品，笑言伙食一定比不上「鑽石公主號」，但勝在吃得
安心：「喺船上面真係食唔安，瞓唔落。」
她憶述在船上隔離的14天，都不敢離開房間，每天都

是度日如年：「你睇唔到之後會點，好似喺度等緊被感
染咁。」
對未來的14天同樣不能出門，胡形容心情「相差很
多」，現在起碼有個期限，知道14天後就可以離營回
家：「今晚最想瞓一覺好。點都好過喺日本，呢度起碼
見到熟悉嘅地方，聽到熟悉嘅語言。再留喺船上真係會
癲，日日見到確診數字係咁升，真係好驚。」
由於她在船上的同房是長者，故獲日本厚生省優先檢
疫，在2月10日接受測試、2月15日得知陰性的結果，
本來可以上岸接受檢疫14天，但她當時得知香港特區政
府會派包機接回港人，立即放棄上岸念頭：「我信香港
政府多啲，覺得接到返香港會比留喺日本好。」

晚上醫護來抽鼻液血液
由前晚上機，到昨日入住駿洋邨檢疫中心的安排，胡
女士更肯定了自己當時的決定。她表示，駿洋邨單位內
提供的日用品和傢具齊全，有床、摺枱、摺椅、電水煲
和暖風機，甚至特意掛上了新的窗簾；到埗後有衛生署
人員提示她，每日要量度兩次體溫、晚上更有瑪麗醫院
醫護前來為她抽鼻液、血液檢查。政府人員又安排全新
衣服，讓他們穿着。
對前晚的包機延誤了幾小時，胡女士解釋是當時船上
廣播混亂，播出「全部港人都可落船」，到落船後才知
要有陰性結果的報告才可上旅遊巴，但入境處都好盡力
解釋，甚至向厚生省要求給予結果，使首批回港的港人
由原來的40多人增至106人：「喺咁短時間要安排咁多
嘢，已經做得好好，好足夠㗎啦！」

乖仔門口守候等見父母
薛氏夫妻亦入住了駿洋邨檢疫中心。他們笑言，第一
個感覺是「太陽光射入房，真係好開心」。兩人年初一
坐上「鑽石公主號」，希望嘗試在郵輪上過新春，原本2
月4日離船，但遇上了確診個案要隔離14天，其間只敢
留在房間：「喺房等到唔知日夜，心入面諗會唔會走唔
到㗎？愈等愈灰心。」
他們慶幸港府最終包機接他們回港，「心頭大石都放

低咗」，心裡唯一不舒服的是有兩個同行朋友確診未能
一同回港。他們昨晨到駿洋邨接受檢疫，其兒子為見一
面在門口守候。

僑胞無私伸援手 大巴接「郵客」去飛
「鑽石公主號」成為全城最

受關注的新聞熱點，泛暴派區
議員當然唔放過這個博曝光的
機會，其中泛暴區議員葉錦龍
聲稱收到船上港人的求助，以
「協助」營救為名，「搞亂
檔」為實飛往日本，連日來滋
擾正在日本忙於協助港人返港
的保安局、入境處及衛生署等
部門人員，更在昨日清晨於羽
田機場狙擊入境處處長曾國

衞，阻礙撤離工作進度。有市民目睹這
一幕不禁以葉錦龍為恥，「香港竟然有
咁樣的區議員，大鬧機場丟香港人架！
佢大吵大鬧難道就能幫到船上港人？可
否做點有建設性的事？」
保安局、入境處及衛生署組成的特遣隊

伍由前日起馬不停蹄在日本協助滯留在
「鑽石公主號」上港人乘包機返港，入境
處處長曾國衞在「鑽石公主號」所停靠的
橫檳碼頭完成指揮工作，之後隨即趕往羽
田機場安排港人上機，全程不論是在碼頭
設置工作站進行登記工作、爭取簡化離境
程序及協助乘包機返港市民處理行李等工
作，他也毫無架子參與其中。
當曾國衞在羽田機場打點一切時，與

同樣專程到日本協助滯留船上港人的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相遇，兩人寒暄
幾句的畫面，即被葉錦龍抹黑。

市民目擊為區員感羞恥
葉錦龍先在羽田機場進行直播，片段

清楚顯示曾國衞與鄭泳舜討論的是在碼
頭落船時的情況，曾國衞只是在對話即
將結束時拍拍鄭泳舜的膊頭，以長輩的
口吻關心鄭泳舜說：「你老竇（鄭錦
鐘）叫我睇住你，佢幾鬼擔心你！」
葉錦龍就執住這句話開始狙擊曾國衞，聲

稱泛暴派議員過往一段時間一直就「鑽石公
主號」上港人情況與入境處聯絡，但「一直
未有回應」，要求曾國衞即時回應。其間，
有在旁的入境處職員表示可以解答其問題，
但葉錦龍未有理會，只是追着正準備到禁區
繼續工作的曾國衞要求他停下來回應。有香
港市民目擊這幕不禁感羞恥，「香港竟然有
咁樣的區議員，好醜！」
事實上，入境處人員並非從未回應泛
暴派議員的相關問題，葉錦龍在狙擊曾
國衞時，他自己也爆響口說：「入境處
人員曾作出回應，但我們不滿意有關回
覆。」即是說入境處是有回應，且「鑽
石公主號」上有數百名港人，入境處要
處理的個案數量遠比這班泛暴派議員要
多，要當局逐一詳盡回應個別個案的情
況，有點不切實際。泛暴派大吵大鬧只
會「搞亂檔」妨礙特區政府官員的工作
進度，顯然這是假幫忙，真抽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泛暴圖狙曾國衞 大吵大鬧阻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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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運送被困在「鑽石公主號」
郵輪上的312名同胞回家，中國
駐日使館向當地僑界發出協助請
求。因為害怕新冠病毒威脅，租
好的車臨陣退縮。關鍵時刻，旅

日閩籍僑胞劉丹蕻義無反顧伸援手，說服員工，
用自己公司所屬車隊13輛大巴，接送郵輪上同
胞到機場。

據福建日報報業集團旗下「東南網」報道，2
月19日晚，早春的日本橫濱港海風凜冽，旅日閩
籍僑胞劉丹蕻（原田優美）與其運營的旅遊大巴
公司所屬車隊正在碼頭上焦急地等待，車隊的13
輛大巴將從「鑽石公主號」郵輪下船的中國乘客
運送至東京羽田機場。20日凌晨，這批乘客搭乘
香港特區政府派出的包機離開日本返回香港。

劉丹蕻來自福建省福州市，1995年旅居日本。作

為「東南網」日本特約記者的她此前就一直密切關
注着「鑽石公主號」的相關資訊，並進行了數次報
道。2月15日周六，她突然接到了中國駐日本大使
館發出的協助請求：香港特區政府將派出包機撤離
「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乘客，但從橫濱港至機場
暫無運送車輛，懇請僑胞協助。

接下來的一整個周末，劉丹蕻都在四處打電話，
但聯繫了一大圈下來，幾十家公司中也僅有3家同
意派出5輛大巴。到了周一，隨着「鑽石公主號」
上新冠肺炎患者人數的不斷上升，這3家公司也分
別先後推拒了運送任務，這讓劉丹蕻一下犯了難。

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劉丹蕻下定了決心，調用
自己公司能出動的大巴，獨立承接本次運送任
務。「同胞們正在面臨着生命威脅，說什麼也一
定得送他們回家！」

說幹就幹，劉丹蕻立刻召集公司全體員工舉行
動員大會，請求公司大巴司機與相關工作人員協
助完成本次運送任務。「在動員會上，我對日籍
司機及員工說，我是一個中國人，現在我的同胞
在日本遭遇了危難，請求大家理解我想要幫助他
們的心。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人民間的感情也很
深厚，我希望大家發揚出友愛精神，伸出手幫助
受難的中國同胞。」

在劉丹蕻的動員下，最終公司的13名大巴司
機與10名工作人員同意參與到本次運送任務中
來。19日上午一早，13輛大巴組成的車隊開往
橫濱港，接送「鑽石公主號」上的中國乘客去羽
田機場，那裡停着香港特區政府派出的包機等候
着接同胞回家。 ■香港文匯報

■■旅日閩籍僑胞劉丹蕻旅日閩籍僑胞劉丹蕻（（原田優美原田優美））用自己公用自己公
司運營的司運營的1313輛大巴將輛大巴將「「鑽石公主號鑽石公主號」」上的中國上的中國
乘客接載至東京羽田機場乘客接載至東京羽田機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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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東京
橫濱報道）「鑽石公主號」郵輪上至
昨晚已有65名港人確診患上新冠肺
炎，比前日公佈增加10人。而原定昨
晚接載第二批「鑽石公主號」港人離
開日本的包機安排則被取消。正在東
京的香港入境處處長曾國衞解釋，由
於日方需為船上的加拿大國民進行撤
離行動，未能配合港方的工作，但港
方有一直向日方爭取。對於未有確實
消息令船上港人無所適從，他就此致
歉。他引述日方指船上檢疫安排今日
會完成，代表無病徵的港人都可下
船，會安排他們乘搭今日傍晚或明晨
起飛的包機離開日本返港。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共有360多

名港人，有106人前日已乘搭首班包

機返港，4人自行離開，據悉其中2人
昨午已回到香港，30多人屬緊密接觸
者需繼續在日本隔離，現約有150名
港人留在船上。

4港人自行離開
原訂安排接載第二批旅客的包機本

於昨晚11時45分起飛，而預計乘搭
此班包機的船上港人卻一直未有收到
任何消息，直至昨晚曾國衞於日本時
間11時 (本港時間10時 )宣佈，有關
安排已取消。他解釋，由於日方昨日
為船上的加拿大國民進行撤離行動，
其他國家的乘客不可離船，故未能為
港人作出安排。
他表示，船上檢疫檢測安排將於今

日完成，代表無病徵及無確診的港人

都可離船，港方會繼續與日方協調時
段，安排他們乘坐包機返港，但仍需
視乎日方安排。若乘客在上午下船，
包機可於今日傍晚6時起飛；若下午
才能下船，則包機會於明日凌晨1時
起飛。
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昨日馬不停

蹄，下午聯同衛生署和入境處人員
到東京兩間醫院，探望8名在船上感
染新型冠狀病毒而留院的港人，表
達特區政府的關心和鼓勵，為他們
打氣。
區志光還透過院方向港人贈送水果

籃和禮物包，除了口罩、酒精搓手液
和消毒紙巾外，亦特意送上電話卡，
方便他們與親友聯絡或致電入境處求
助，還寫下關心話語給留院的港人。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特區政府日前
安排包機接載 106 名滯留

「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回港，
但餘下150多名港人因為未有檢測結

果，未能落船隨第一架包機回港。歸心
似箭之際，原本以為昨晚可乘第二架包機

回家，惟他們的願望卻因有其他國家有大型
撤離行動而落空。滯留當地的許先生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直言非常失望，但仍對入境處的努
力表示嘉許：「日本嗰邊唔配合，香港特區政府都
無辦法。」對於今日或可乘第二架包機返港，許直
言：「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好好瞓一覺。」
不過，有得等上機總比等不到上機好。港人莊女士

跟妹妹前日早上收到日本當局檢測結果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莊女士表示，「病徵是頭暈，很想睡覺。知道結果
的一刻不是太相信，那麼多人中招，為何揀中我？」她
相信自己有甲狀腺問題，要長期服藥，所以體質或較差。
而跟莊女士同房的丈夫，鄰壁的妹夫及其女兒，檢測結果
則呈陰性。她與妹妹會被安排送到名古屋的醫院就醫。
港人袁小姐亦不幸確診，但至確診兩天後、即前日晚
上才因高燒至攝氏39度，由救護車送院，現留醫當地醫
院隔離病房。袁小姐六旬父母因言語不通，似被遺忘於
船上，船公司昨日未有為兩老提供任何食物。袁母3日
前已確診並出現症狀，至今未獲安排送院，患高血壓
及糖尿病的袁父，其糖尿藥亦將近用盡，情況堪虞。

滯
留
港
人
只
想
好
好
瞓
一
覺港第二班包機盼今晚飛

■■鄭泳舜議員在川埼市一醫院，向
醫護人員了解港人病患情況。

受訪者供圖

■■區志光昨日前往東京兩間醫院區志光昨日前往東京兩間醫院，，探探
望確診港人望確診港人，，為病人寫下打氣字句為病人寫下打氣字句。。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駱惠寧主任駱惠寧主任（（前排前排
右一右一））日前到中銀香日前到中銀香
港調研港調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主號港客昨日早上進入駿洋營公主號港客昨日早上進入駿洋營
隔離隔離1414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專車前往駿洋營的港人向車外記專車前往駿洋營的港人向車外記
者揮手者揮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公主號港客昨日早上乘坐包機返抵香港公主號港客昨日早上乘坐包機返抵香港。。
■■在駿洋營隔離的港人拉埋窗簾度過在駿洋營隔離的港人拉埋窗簾度過
首個夜晚首個夜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國泰機組人員（左）在東京羽田機場為
公主港客辦理行李託運。 新華社

◀ 兩名公主港客進入羽田機場候機
樓時自身和行李都穿上保護衣。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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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港人對未能回港非常失望滯留港人對未能回港非常失望，，但仍但仍
對入境處的努力表示嘉許對入境處的努力表示嘉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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