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樣，時時
刷新疫情的信息，天天關心數
字的增減，為疫情蔓延揪心、
為防疫成效振奮、為抗疫勇士
感動。

人們用堅毅和微笑告訴世
界，中國人不悲觀不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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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兇猛，陰霾何時散去？挑戰嚴峻，香港能否頂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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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信心」、「愛心」、「齊心」分享看法，強調「珞珈山與獅子山，千山一脈；漢江水與香

江水，萬水同源」，鼓勵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在當前疫情防控最吃勁的關鍵時刻，

與700萬香港人同心協力，攜手抗疫。駱惠寧希望社會各界「醫無私、警無畏、民齊心，政

者、醫者、兵者，能者扛鼎逆行；商客、鄰家、百姓，義者戮力同心」。信中引經據典，金句

疊出，激發港人抗疫信心決心。

武漢最新城市宣傳片：
武漢莫慌，我們等你

堅信愛會贏：香港
各界為抗疫加油

大公報特刊──
防疫手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駱主任薦兩視頻 堅信大愛贏大疫
��$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首次通過
網絡致函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
委員，更提出日後會透過「面
對面」與「鍵對鍵」兩種方
法，與大家更好地溝通。各港
區代表、委員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駱主任的呼
籲十分貼地氣，有助不同持份
者通過網上平台表達意見。

多樣化交流配合時代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
為，駱主任鼓勵大家以多樣新
溝通方式表達意見的嶄新作
風，配合了時代發展的步伐，
同時反映駱主任廣納意見，願
意聆聽不同階層、持份者的意
見，並在互動的過程帶出正確
信息，堵塞趁機播散不滿、人
為製造區隔、刻意破壞兩地感
情的陰謀。

各方加強溝通利克服困難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表示，駱主任提到日後
會透過「面對面」與「鍵對
鍵」兩種方法，與大家更好地
溝通，是一個喜訊，期望大家
加強溝通，一同面對和克服眼
下的種種困難。

網上表達意見潮流所需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表示，以網絡「鍵對鍵」及
兩段視頻等平台進行溝通和交流是潮流所
需，駱主任的鼓勵是相當貼地氣的做法，
讓不同持份者都能夠在網上平台表達意見，
令國家更加了解香港實際的情況。
他直言，自修例風波發生至今，很多
別有用心者在網上不斷散播不實的言
論、歪曲事實、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
企圖製造仇恨心態，駱主任取回話語
權，將正確的訊息發放出去是前瞻性的
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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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發揮正能量 港必戰勝「疫」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說，只要
堅信打不死必更強大，大家以實際行
動，增強信心，發揚愛心，更加齊心
地進行抗疫和建設，必定能取得成
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在抗
疫的困難時期，國家仍繼續關注、關
心香港，令香港的醫療物品、日用必
需品均不受影響，供應充足，只要大
家齊心，必能克服一切障礙。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施榮懷表示，國家在艱辛的抗疫時刻仍
不忘香港，為香港提供醫療物資，令人
感受到血濃於水，只要大家齊心、有信
心及愛心，必能戰勝疫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
現在最需要的是大家凝聚正能量，
發揮每個人的光和熱，齊心協力，
一定能戰勝疫情、實現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指出，信
函的字裡行間洋溢着駱主任對香港的
關懷，並呼籲社會各界不要自亂陣
腳，齊齊以信心、愛心和齊心，在各
自崗位上發揮正能量。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表示，駱主任在信中，由香港市民的
日常所需到「鑽石公主號」滯留港人
的處境都有提及，反映中央對香港的
關心，向港人派發定心丸。

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表示，國家全
力協助滯外港人回港、送口罩到香
港，香港各界為內地提供物資和資
金，展現出兩地人民的愛心。大家應
拋開政治對立，齊心抗疫才可以讓香
港有更好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高佩璇表示，駱主任
向委員發信提出信心、愛心和齊心面
對疫情，與他新春酒會的親切發言一
脈相承，洋溢着關切之情。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表示，無論是
當前的疫情防控，還是未來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工作，都要始終堅持齊心共
進的精神，為市民做實事，為「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屠海鳴表示，駱主任的
三「心」暖了人心、聚了民心，字字珠
璣，詞詞鏗鏘，對代表及委員打好這場
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彌足珍貴。

全國政協委員樓家強表示，無論是
對抗疫情，或是香港未來的美好發
展，必須要市民大眾有信心、付出愛
心和時刻齊心才會成功。

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相信，無論是
當前嚴峻的疫情防控工作，還是未來
充滿挑戰的民心回歸工作，都需要代
表委員以三「心」去應對。

正所謂「船大好頂浪」，中
國用行動踐行了大國擔當。

沒有越不過的山，沒有跨不
過的坎，信心是最有效、最持
久的疫苗。

不屈從任何一次「磨難」，
不放過任何一塊「短板」，不
忘記所有付出的「代價」，從
苦難的土壤裡汲取教訓、在自
強的信念中凝聚力量，祖國一
定能！香港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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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珞珈山與獅子山，千山一
脈；漢江水與香江水，萬水同
源。

內地與香港「血濃於水」的
骨肉親情，中華民族「患難與
共」的精神傳承，是任何時候
也改變不了、任何力量也阻擋
不了的。

在內地時，我常說「人心
齊，泰山移」；來到香港，大
家說「拋開區分求共對」。

靠着齊心、團結，中華民族
雖屢經大風大浪都化險為夷，
香港經歷一次次危機考驗而浴
火重生。

這是一個要科學應對、不要
政治操弄的時刻。這是一個要
冷靜理性、不要製造恐慌的時
刻。是一個要同舟共濟、不要
以鄰為壑的時刻。

如果少數人到這個時候還在
為政治私利製造各種對立，甚
至操弄「罷工救港」，這又何
嘗不是一種政治上的「新冠病
毒」？

病毒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
其身。我們需要隔離的是病
毒，而不是人心。山川異域，
尚且風月同天；血濃於水，豈
能袖手旁觀？

越來越多的香港同胞會認
同，沒有人可以是一個孤島，
香港也不應該成為一座「孤
城」。

疫情有時，來日方長，今
後，我們會用「面對面」與
「鍵對鍵」兩種方法，與大家
更好地溝通交流。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以「三心」勉勵各港區代表及委員帶領社會各界攜手
抗疫。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都表示，駱主任的信反映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懷關心，並認同只要香港社
會各界有信心、愛心及齊心，在各自崗位上發揮正能量，必定能戰勝
「疫」境。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表示，丹心寸
意，皆為有情，堅信在香港社會各界
的共同努力之下，沒有越不過的山、
沒有跨不過的坎，「我們同舟共濟，
戮力同心，定能排除萬難，共克時
艱！」

全國政協專委會副主任容永祺說：
「誠如駱主任所言，中華民族屢經風
浪都能化險為夷，香港歷經考驗卻可
浴火重生。只要同舟共濟，我們沒有
跨不過的坎。只要我們有信心、愛心
及齊心，必能很快戰勝『疫』境，重
過正常的生活。」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
長唐英年感謝駱主任支持香港應對疫
情。友好協進會與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會繼續全力以赴，支持特區政
府抗擊疫情，共克時艱。

新冠肺炎疫情當前，舉國上下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
疫情防控阻擊戰。駱惠寧說：「相信大家也跟我一

樣，時時刷新疫情的信息，天天關心數字的增減，為疫
情蔓延揪心、為防疫成效振奮、為抗疫勇士感動，心中
有期待，也有焦慮：疫情兇猛，陰霾何時散去？挑戰嚴
峻，香港能否頂住？作為香港地區的國家建制力量，各
位代表委員想得最多的必定還有：怎麼做才能為國家出
力、為香港盡責？」為此，他以三個「心」分享看法。

信心是最有效持久疫苗
第一是「信心」。駱惠寧說，除湖北之外其他地區的

確診患者數呈現下降態勢，痊癒患者數正在不斷攀升，
「這一降一升，讓憂心有所紓緩、讓信心有所增強。」
他列舉一組鼓舞人心數字：春節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會三次召開會議，快速應對、周密部署；除夕至
今，全國3.2萬醫務人員馳援武漢，白衣做戰袍，懸壺盡
入楚；7,000多名建設者日夜奮戰，10天時間建成武漢火
神山醫院；31個省區市啟動一級響應，與湖北各地市建
起對口支援關係……在最嚴格的防控措施下，十幾億人
口的大國，水不停，電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物資
供應不斷，社會秩序不亂，各種暖心段子風靡網上，人
們用堅毅和微笑告訴世界，中國人不悲觀不恐慌。
不少人將這次疫情與「非典」相比，但駱主任感到相

較17年前，今天的中國在綜合國力、治理能力、制度效
能，包括國民心態等方面，都有了歷史性進步。正所謂
「船大好頂浪」，中國用行動踐行了大國擔當，並得到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高度評價。
駱惠寧說，毋庸諱言，任何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都會給治理者帶來嚴峻考驗，但沒有越不過的山，沒有
跨不過的坎，信心是最有效、最持久的疫苗。他表示堅
信，不屈從任何一次「磨難」，不放過任何一塊「短
板」，不忘記所有付出的「代價」，從苦難的土壤裡汲
取教訓、在自強的信念中凝聚力量，祖國一定能！香港
一定行！

愛心能夠克服任何困難
第二是「愛心」。駱惠寧說，即使在內地最困難的時

候，祖國也始終關注、關心香港。不僅第一時間克服困
難把內地生產的1,700萬個口罩運往香港，竭盡全力關注
在內地香港同胞的狀況，並配合特區政府「控關」「限
流」，全力保障香港市民生活物資供應。

他說，大家也不會忘記港區代表、委員帶頭，各界人
士慷慨解囊，紛紛聯繫中聯辦表達對內地同胞的關心關
切，自發向內地捐款捐物達到十多億元，亦有一些普通
市民默默到中聯辦送來捐款，只留下「愛心人士」的署
名。他特別提到，在香港抗疫第一線，也有一群可敬的
「逆行者」，面對少數醫護人員罷工，絕大多數「白衣
天使」無畏無懼、堅守崗位，近300名私人執業醫護人
員緊急支援醫管局。
他表示相信，內地與香港「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
中華民族「患難與共」的精神傳承，是任何時候也改變
不了、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齊心抗疫定將化險為夷
第三是「齊心」。駱惠寧說，靠着齊心、團結，中華

民族雖屢經大風大浪都化險為夷，香港經歷一次次危機
考驗而浴火重生。當前，無論對國家還是香港來說，疫
情防控工作都到了最吃勁的關鍵階段，只有齊心協力，
才能共克時艱。
他指出，這是一個要科學應對、不要政治操弄的時

刻，「如果少數人到這個時候還在為政治私利製造各種
對立，甚至操弄『罷工救港』，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政治
上的『新冠病毒』？」
這是一個要冷靜理性、不要製造恐慌的時刻。就香港

出現搶購物資的現象，駱主任強調︰「祖國內地始終全
力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防疫抗疫，有關部門和駐港
中資企業正開足馬力，為穩定香港市場供應而努力。只
要關口是通的，糧油米麵、鮮肉果菜乃至消毒液、紙巾
等，會繼續源源不斷運來。」
這是一個要同舟共濟、不要以鄰為壑的時刻。駱主任

說，面對疫情，各人自求多福是人之常情，「但也要看
到，病毒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我們需要隔離的
是病毒，而不是人心。山川異域，尚且風月同天；血濃
於水，豈能袖手旁觀？」他表示相信，那些趁機播散不
滿、人為製造區隔、刻意破壞兩地感情的人，終歸不得
人心，「越來越多的香港同胞會認同，沒有人可以是一
個孤島，香港也不應該成為一座『孤城』。」
駱惠寧堅信，只要「醫無私、警無畏、民齊心，政
者、醫者、兵者，能者扛鼎逆行；商客、鄰家、百姓，
義者戮力同心」，我們就一定能夠早日迎來戰勝疫情的
那一天，香港這個家也一定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雨考驗，
再放光芒。

科技令再大的疫情也阻隔不
了人與人的溝通，這些日子，
大家以短片互相鼓舞，以資訊
互相提醒。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昨日亦向各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和政協委員推薦了兩個視頻《武漢最新城
市宣傳片：武漢莫慌，我們等你》、《堅信
愛會贏：香港各界為抗疫加油》，並希望大
家也能經常給他推薦，「疫情有時，來日方
長，今後，我們會用『面對面』與『鍵對
鍵』兩種方法，與大家更好地溝通交流。」
在《武漢最新城市宣傳片：武漢莫慌，我
們等你》視頻中，拍下了現時被按下「暫停
鍵」的武漢，也看到全國各界馳援當地的暖
心場面，令人感到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短
片表達大家期望武漢重新按下播放鍵，重複
之前的熱鬧，「武漢，我們等你。也請你

們，等等武漢。」
在《堅信愛會贏：香港各界為抗疫加油》
視頻中，各明星、藝人、音樂人以暖心歌聲
為武漢加油。影片既有當地醫護等奮戰抗疫
的情況，也有香港社會各界的打氣話語、捐
贈物資片段，影片最後更有全國各地明星為
武漢加油。

附送大公防疫手冊二維碼
此外，在中聯辦網頁相關附件中，還附加

了《大公報特刊——防疫手冊》二維碼。這
本手冊詳盡介紹了防疫抗疫的各種資訊，分
為「自我識別」、「口罩攻略」、「出行注
意」、「情緒疏導」、「家居清潔」、「藥
膳食療」、「宅家休閒」、「答疑指南」八
大部分，可謂是應對新冠肺炎的「精讀
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同舟之情 攜手走過崎嶇
駱惠寧主任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信（全文）

■■駱惠寧主任駱惠寧主任（（左四左四））日日
前走訪招商局集團倉碼公前走訪招商局集團倉碼公
司米倉司米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物資源源不斷穿越口岸，保障香
港供應充足。 資料圖片

■港資武漢亞心總院被徵用為定點醫院收治疫症患者。 資料圖片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向清潔工人派發口罩。 資料圖片

句
信中金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發信致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信件全文如下：

各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大家好！
見字如面。
春節前，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我和很多朋友初次見

面時，曾分享對「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的思考。按照
慣例，春節後還要請大家一起聊聊家常，但非常時期、
暫不能行，請允許我通過網絡送上問候。祝各位身體健
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

歲末年初，香港與內地省市一同遭受了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疫情的侵襲，舉國上下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疫情
防控阻擊戰。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樣，時時刷新疫情的信
息，天天關心數字的增減，為疫情蔓延揪心、為防疫成
效振奮、為抗疫勇士感動，心中有期待，也有焦慮：疫
情兇猛，陰霾何時散去？挑戰嚴峻，香港能否頂住？

作為香港地區的國家建制力量，各位代表委員想得最
多的必定還有：怎麼做才能為國家出力、為香港盡責？

我想以三個「心」，與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第一，「信心」。
這些天，疫情的數據曲線牽動人心，大家都希望能從

中看到「拐點」。令人欣慰的是，除湖北之外其他地區
的確診患者數呈現下降態勢，痊癒患者數正在不斷攀
升。

這一降一升，讓憂心有所紓緩、讓信心有所增強。就
像習近平主席說的那樣，面對疫情，全國形成了全面動
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經過艱
苦努力，疫情形勢出現積極變化，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
效。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把握早日戰勝疫情。

如果數字會說話，這幾個數字足以鼓舞人心——
春節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三次召開會議，快

速應對、周密部署；除夕至今，全國3.2萬醫務人員馳援
武漢，白衣做戰袍，懸壺盡入楚；7,000多名建設者日夜
奮戰，10天時間建成武漢火神山醫院；31個省區市啟動
一級響應，與湖北各地市建起對口支援關係……

在最嚴格的防控措施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水不
停，電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物資供應不斷，社會
秩序不亂，各種暖心段子風靡網上，人們用堅毅和微笑

告訴世界，中國人不悲觀不恐慌。
不少朋友將這次疫情與「非典」相比，但我感到相較

17年前，今天的中國在綜合國力、治理能力、制度效
能，包括國民心態等方面，都有了歷史性進步。正所謂
「船大好頂浪」，中國用行動踐行了大國擔當。大家一
定都看到了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評價：「中方行動
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
國規模、中國效率，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中國的努
力應該得到認可」。

毋庸諱言，任何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都會給治理
者帶來嚴峻考驗。疫情也暴露了我們在公共衛生方面的
短板，警示完善國家應急管理體系的必要，敦促國人對
生活方式的反思，從眼前看，疫情已經影響到國家和香
港經濟。

但沒有越不過的山，沒有跨不過的坎，信心是最有
效、最持久的疫苗。我堅信，不屈從任何一次「磨
難」，不放過任何一塊「短板」，不忘記所有付出的
「代價」，從苦難的土壤裡汲取教訓、在自強的信念中
凝聚力量，祖國一定能！香港一定行！
第二，「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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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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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內地最困難的時候，祖國也始終關注、關心香
港。不僅第一時間克服困難把內地生產的1,700萬個口
罩運往香港，竭盡全力關注在內地香港同胞的狀況，採
取停發旅遊簽注、調整交通安排、加強人流管制等措
施，配合特區政府「控關」「限流」，全力保障香港市
民生活物資供應。

珞珈山與獅子山，千山一脈；漢江水與香江水，萬水
同源。

我們不會忘記，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帶頭，
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紛紛聯繫中聯辦表達對內地同胞的
關心關切，自發向內地捐款捐物達到十多億元；

我們不會忘記，一些社團和機構想盡辦法從世界各地
採購防疫物資和醫療設備，送往抗疫一線，半徑已經從
亞洲到了歐洲乃至南美洲；

我們不會忘記，有港資在內地的醫院主動提出做收治
患者的定點醫院，拿出了全部近400張床位；有香港居
民「千里走單騎」，通宵駕車把兩萬個口罩從香港送到
溫州；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主動率深港兩地醫護人員
趕赴深圳，參與內地抗疫；一些普通市民默默到中聯辦
送來捐款，只留下「愛心人士」的署名……

我們還看到，在香港本地，各位代表委員團結帶領社
會各界人士積極投身抗疫工作。「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積極行動，籌集資金和物資在全港開展社區抗疫行動；
各大同鄉社團、香港義工聯盟竭盡所能，從全球各地緊
急購買200多萬個口罩派發給市民和一線抗疫人員；民
建聯、工聯會開設微信號、疏通渠道，協助解決滯留內
地港人燃眉之急……在香港抗疫第一線，也有一群可敬
的「逆行者」。面對少數醫護人員罷工，絕大多數「白
衣天使」無畏無懼、堅守崗位，近300名私人執業醫護
人員緊急支援醫管局。

就像港澳台明星一起為武漢唱的那首歌，「堅信有愛
就會贏」。內地與香港「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中華
民族「患難與共」的精神傳承，是任何時候也改變不
了、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第三，「齊心」。
在內地時，我常說「人心齊，泰山移」；來到香港，

大家說「拋開區分求共對」。
靠着齊心、團結，中華民族雖屢經大風大浪都化險為

夷，香港經歷一次次危機考驗而浴火重生。當前，無論
對國家還是香港來說，疫情防控工作都到了最吃勁的關
鍵階段，只有齊心協力，才能共克時艱。

我想說，這是一個要科學應對、不要政治操弄的時
刻。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特區政府為防控疫情做了很
多工作，目前香港確診病例數與新加坡大體持平，但香
港人口超出新加坡近200萬，與內地往來也比新加坡頻
繁得多，能取得這樣的成效實屬不易。對抗疫有各種建
議都可以講，但應符合科學理性、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如果少數人到這個時候還在為政治私利製造各種對立，
甚至操弄「罷工救港」，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政治上的
「新冠病毒」？正如有良知的港人專家所言，醫護罷工

是「乘人之危，置市民大眾生命健康利益於不顧，置同
僚生命利益於不顧，置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請「不
要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我想說，這是一個要冷靜理性、不要製造恐慌的時
刻。謠言和恐慌，會讓疫情火上加油。這段時期，香港
出現了一些市民搶購物資的現象。這裡，我想負責任地
告訴大家，祖國內地始終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
防疫抗疫，有關部門和駐港中資企業正開足馬力，為穩
定香港市場供應而努力。只要關口是通的，糧油米麵、
鮮肉果菜乃至消毒液、紙巾等，會繼續源源不斷運來。

我還想說，這是一個要同舟共濟、不要以鄰為壑的時
刻。面對疫情，各人自求多福是人之常情，但也要看
到，病毒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我們需要隔離的
是病毒，而不是人心。山川異域，尚且風月同天；血濃
於水，豈能袖手旁觀？我相信，那些趁機播散不滿、人
為製造區隔、刻意破壞兩地感情的人，終歸不得人心。
越來越多的香港同胞會認同，沒有人可以是一個孤島，
香港也不應該成為一座「孤城」。

各位代表委員，各位朋友，
大家既是國家建制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香港各

行各業各階層的領袖翹楚，肩負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責
任。我誠懇地希望，在國家和香港最需要的時候：

醫療界的朋友，你們身在抗疫最前線救急扶危，一定
要保住昂揚士氣；工商界的朋友，請盡力關愛員工和所
有持份者；傳媒界的朋友，請多為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
齊心抗疫鼓與呼，多把正能量傳遞出去；其他界別的朋
友，也請盡己所能，多做貢獻。

我堅信，只要「醫無私、警無畏、民齊心，政者、醫
者、兵者，能者扛鼎逆行；商客、鄰家、百姓，義者戮
力同心」，我們就一定能夠早日迎來戰勝疫情的那一
天，香港這個家也一定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雨考驗，再放
光芒。

疫情有時，來日方長，今後，我們會用「面對面」與
「鍵對鍵」兩種方法，與大家更好地溝通交流。言猶不
及，我還想推薦兩個視頻與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能經
常給我推薦。

再次祝願各位平安幸福！
駱惠寧

2020年2月20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