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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患者情況嚴重
阿舜促政府速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先後安排兩班由國泰航空
營運的包機接載在「鑽石公主
號」郵輪上的港人返港，國泰航
空早前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機
上的所有機艙服務員返港後兩星
期將不需執勤。
國泰航空發言人早前回覆傳媒

查詢時表示，負責包機的機艙服
務員及地勤人員均會穿着由香港
衛生機構提供的合適防護裝備。
機艙服務員在航班上只是提供飛
行安全指示及操作機門等職責，
除預先在座位放置樽裝飲用水
外，航班不設餐膳服務，以減少
機艙服務員與乘客的接觸。

包機服務員返港後放假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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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東京報道）接載
「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
回港的第二班包機，昨日
由東京羽田起飛並啟程回
港。到機場了解情況的中
國駐日本大使館參事官兼
總領事詹孔朝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香港人與內地
人不分彼此，協助港人只
是駐日大使館的職責所
在。
詹孔朝說，「其實我自
從本月5日開始，一直代表
領使館緊密聯絡日本當
局，基本上都掌握了確診
港人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情
況，並照顧着他們，目前
無人有生命危險。」
至於仍在船上的緊密接
觸者，他指仍有待與日方
商討後續的安排，但強調
一直把協助香港同胞的工
作做好，「不論中央抑或
香港特區政府，你們眼前
所見正在工作的人只佔一
小部分，背後其實有很多
人在工作。」
詹孔朝還透露，鑽石公
主號上共有 21 名內地居
民，其中20人是船員，其
中1人確診，另一名遊客則
在很早前已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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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先後安排兩
班包機接載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港人回港，
但仍有66名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港人及41名他們
的緊密接觸者仍未能回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向傳媒表示，衞生署正設計撤走確診個案緊
密接觸者的方案，並評估有關風險。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則透露，特區政府正就此準備安排第三班包機
接載有關人士回港。

日方稱或容未完檢疫者離開
「鑽石公主號」上昨日再多一名港人確診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共66人)，緊密接觸者人數增至41人。日本原規

定緊密接觸者須重新隔離14日，再接受檢測確定呈陰性
後才能離船，但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前日接獲日本政
府通知，若外國人或個別政府以包機安排居民離開日
本，日本當局可以免去有關檢疫規定，容許未完成檢疫
者離開。
她透露，衛生署正設計撤走緊密接觸者風險評估及方

案，表示只要確診個案的緊密接觸者病毒檢驗結果呈陰
性反應、身體狀況亦適宜登機，特區政府會安排他們盡
快離開日本。
李家超補充，特區政府已經積極部署第三班包機飛到

日本，接走身體狀況合適的緊密接觸者，並強調撤離方
案會按照衛生署的專業意見制訂。

66確診者41接觸者未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文森）「鑽石公主號」首批港
人乘客前日坐政府包機抵港，落機後被送往火炭駿洋邨接受檢
疫14天，第二批港人乘客料今日到邨。據悉，駿洋邨檢疫中心
有一名9歲男童昨晚發燒，由母親陪同送入威爾斯親王醫院，暫
未知發燒原因。
首批入住駿逸樓的106名市民已開展日常生活，有住戶已清洗

衣服，並將洗乾淨的衣服掛在外牆晾衣架。香港文匯報記者現
場所見，昨日下午陸續有被隔離者的家屬，手提一袋二袋物資
到駿洋邨給正在接受檢疫的親友，有外傭更帶着一箱即食麵。

入住者：物資充足惟覺悶
有家屬表示，檢疫中心的物資很充足，只是按親友要求帶

iPad給他們在檢疫期間解悶，又指家屬只能在閘口附近將物資放
在一個貨櫃，有民安隊人員檢查運入中心的物資。
隔離者胡女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特區政府安排得宜，

若單位內物品不夠，可致電或WhatsApp予工作人員，運送亦算
快。不過，她說唯一缺點是單位內無電視，覺得「好悶」，幸
好網絡接收良好，還有免費Wi-Fi，唯有用手機看新聞、劇集解
悶。
此外，房屋署繼早前向每戶駿洋邨準居民提供一次過6,000元
特惠津貼後，昨日再向他們發信，指駿洋邨暫時用作檢疫中
心，未能確定入伙日期，住戶可選擇保留駿洋邨單位，其間申
請入住屯門寶田中轉房屋，但視乎供求情況，未必有足夠單
位。住戶亦可選擇取消駿洋邨編配，保留這次編配機會，等待
重新編配，但不可要求指定屋邨、樓層、座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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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迎風就餐 一更捱凍12小時
��

火炭駿洋邨附近的黃
竹洋街，在夜幕下寒風
撲面，警方檢查站站崗
的警員衣衫單薄，但依
然堅守崗位，守護着駿

洋邨的安寧，讓回港接受隔離的「鑽
石公主號」乘客安心休息。近兩日天
氣轉冷，特別是近山邊的黃竹洋街入
夜後更是寒冷，駐守的警員每更要當
值12小時捱凍，其間要巡邏防線，每
餐都要靠餐車送飯盒，在帆布搭建的
檢查站內迎風就餐。據了解，警方已
專門添置保暖內衣，給通宵駐守檢疫
中心和抗疫前線的警員，令他們不致

凍病。
警方前日出動多批交通部電單車護送

隊員、防暴警等，護送接載首批回港的
「鑽石公主號」市民，去年投入止暴制
亂「踏浪者行動」的第一、第二及第三
梯隊的主力人員，已經轉為支援抗疫工
作，協助衛生署執行檢疫令及護送疑似
患者、管理檢疫中心及抽查受隔離者等
多種工作。
雖然前線警員被傳染病毒的風險日益

增加，而警隊的口罩等防疫裝備也日益
緊絀，口罩存量只夠一周使用，但所有
的抗疫崗位都不能放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梁女士 植女士 賴先生

脫困客讚中央港府「做到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東京、橫
濱報道）親赴東京協助滯留港人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目前仍滯留日本的有三批港
人，分別是因等待日本檢疫部門的化驗結
果仍留在船上的旅客、確診感染患者及與
患者的緊密接觸者。他會透過中國駐日大
使館要求日本進行及公佈檢測結果，讓港
人盡快返港，並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公佈第
三班包機、甚至第四班包機的安排，好讓
留日的所有港人得以安心，釋除疑慮。
截至昨日中午，民建聯共接獲56宗滯留

在「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求助個案，涉
及最少137人。過去幾日，鄭泳舜到過5間
醫院探望約20名已確診港人，絕大部分不
能見面，個別則可在護士室透過視像對
話。
根據日本政府公佈最新的化驗結果，證

實再有「鑽石公主號」的港人確診感染，
累計感染人數上升至66人。鄭泳舜特別跟
進其中一名女患者，其情況仍然嚴重，更
有惡化跡象，患者的同行丈夫非常憂慮，
但至今仍未安排與患者接觸，鄭泳舜促請
特區政府盡快透過中國駐日大使館，協助
這名情況嚴重的女患者。
他還透露，許多確診者及其家屬均感到
十分徬徨與擔心，加上與院方的語言障
礙，令院方的支援更見不足，「其實日本
的防疫意識並不高，醫院內有醫生連口罩
也不戴。」

他續說，不少個案是兩夫婦同樣確診，
彼此卻分開兩間醫院，有個案更遠至一個
在東京、一個在名古屋，「我也看到一對
相處了數十年的老夫妻，太太確診令雙方
要暫時分離，十分不捨及傷心，這也令我
特別感觸。」

促派醫療隊赴日助患者
鄭泳舜促請特區政府派出傳染病專家醫

療隊到日本，協助確診患者，而政府特遣
隊成員亦須繼續留日提供「一站式」支
援，解決滯留港人的需要。
特區政府派到日本東京的第二班包機，

昨晚再接載約100名「鑽石公主號」的港
人返港，鄭泳舜下午到東京羽田機場了解
港人離境的安排，情況大致順利，只是比
原定時間延遲。其中一名旅客適逢今日生
日，鄭泳舜送上生日禮物，並祝福他能回
港與家人團聚。

日方檢疫結果慢 測試三日無診斷 羨慕旅伴紛登岸

滯船港人眼望穿 政府力爭再包機
為協助滯留在「鑽石公主號」的港人返港，香港入境處連日來

疲於奔命與日本政府、「鑽石公主號」郵輪方周旋、協調。經歷

不少波折，第二班包機終在昨晚起飛，連同第一班包機已有逾

200名港人成功回港。然而，原來仍有「漏網之魚」，香港文匯

報一直跟進的港人許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自己和太太於2月18日已接受新冠肺炎檢測，惟至

今都未有檢疫結果，令他們昨日未能落船搭上第二班包機。許先

生形容自己有點像「孤兒」，擔心會被遺留，感到十分徬徨無

助。特區政府表示，正積極研究派出第三班包機接載仍然滯留的

港人(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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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聶曉輝 東京、橫濱報道

在船上苦候多時的第二批落船
港人，昨日終於完成所有程序，
乘搭特區政府第二架包機回港，
他們都對終於能回家感到重獲自
由。昨晚，84名港人乘搭包機返

港。由於日方名單出錯，有20人被拒登機，其
中18人自行購買機票返港。
獲安排返港的梁女士表示，自己的心情其實

仍然很差，「本身以為噚（前）日可以離去，
不能早點回港感到十分難受。」過去多天，她
一直留在房內聽不到任何消息，十分徬徨，但
知道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在今次事件上出了許
多力，並形容他們「做到嘢」。
植女士指出，連日來入境處人員都有聯絡

她，令她了解最新情況，而自己亦特別小心，

盡量勤洗手及戴帽，及不敢亂吃東西。

美國人可早走 船公司不公平
她批評，船公司的安排並不公平，質疑為何

美國人可以好早走，前日又因加拿大撤離公民
令港人走不了。「大家都係人，為何香港人要
最後一天才走到？還不是因為過去半年的社會
事件令香港立立亂，其他國家都睇唔起我哋？
所以香港人要團結！」
植女士認為，特區政府在今次事件上也盡了

力， 並認同回到香港再接受14天隔離的做
法，「保障自己，保障家人嘛！」

牽掛家中子女 煎熬難以形容
曾有多次乘搭郵輪經驗的陳小姐表示，過去

一段時間最掛心子女，每天也有電話聯絡，子
女也顯得十分擔心。據知，本月18日的檢測結
果已顯示她通過測試，卻不知為何一直未獲發
證書。「我常常睡不着，等待的感覺很煎熬，
非言語可以形容。
她並讚揚特區政府十分體貼船上港人，

而回港後再隔離14天亦是對家人及整個社
區最好的做法。被問到以後還會否乘搭郵
輪時，她則斬釘截鐵地說會：「你估成日
有呢啲菌咩？況且我們還有一次免費乘搭
的補償。」
同樣經常搭郵輪的賴先生則表示，會觀察一

排才決定以後會否再乘搭郵輪。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東京、橫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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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前晚引述日方
消息指，理論上所有滯留船上的

港人昨日都會完成檢疫。許先生前晚
得悉有關消息時表示終於可以「瞓一
覺好」，豈料卻換來再一次失望。

一再尋問「落得船未」
他表示，自己昨日全日都在等待日

本方面發來的檢疫結果，到昨日下午
三四時仍抱一絲希望，「不斷同入境
處職員在whatsapp聯絡，每幾分鐘就
問一次有無收到結果、落得船未。」
然而，隨着時間一點點過去，眼看

船上其他港人都紛紛落船上旅遊巴，
其願望再次落空。許先生怒斥日本有
關部門：「我同太太2月18日已經接
受檢測，到今日（昨日）都3日啦，點
可能仲未有，香港半日已經有結果
啦！」
許先生直言，目前的消息十分混
亂，有指郵輪要求仍在船上的乘客必
須在明日（23日）落船，「郵輪公司
話會資助隨後幾日的住宿費用，但我
係咪就咁去市區住酒店呢？日本政府
無任何指引。」
他炮轟日本政府的「不作為」引致

「鑽石公主號」成為「小疫區」，令
眾人提心吊膽十數天。「船上無一個
好乾淨嘅隔離區，日本政府又唔畀上
岸，接受緊檢疫嘅人仲在船上活動，
如果係確診個案呢段時間都唔知傳播
畀幾多人啦！」

滯留感覺猶如「孤兒」
目前，「鑽石公主號」已剩下很少

人，許先生同排房間的乘客都已落
船，只剩他和太太兩人，據他了解，
今日起餐飲都不再有選擇，令他覺得
自己有點像「孤兒」，感到十分徬徨
無助。他反問記者：「知唔知第三班
包機幾時會有？」
事實上，船上還有多名緊密接觸者

滯留，同樣擔心不知何時才安排到第
三班包機。與確診丈夫同房、留船獨
自隔離16日的陳太昨晨收到通知，原
本指她這些緊密接觸者，如果有陰性
檢測通知書，也可以坐第二班包機回
港，但之後又收到電話指不可以，
「日本沒將我放到名單，答應了的事
為何不去做？現在又說要等第三班包
機，又不知要等到何時，朝令夕改，
令到我很失望。」
其丈夫陳先生確診後，在當地醫院

住了近一星期，他說自己很精神、沒
病徵，發炎指數下降，希望病情輕的
人、也可返港。「我們跟日本人有言
語隔膜的問題，數秒可以說完的話卻
要用上數分鐘。很多時他們要求我探
熱，或者問是否要吃退燒藥，都要溝
通多輪才會明白。說少一句、說遲一
句，說錯一點都會導致有很大誤
差。」陳先生說，若可以上機，願意
簽承擔風險意向書，途中病情有變化
自己負責。

■入境處人員為滯日港人辦理登機手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警崗查驗經過駿洋邨的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鄭泳舜為滯日港人提供協鄭泳舜為滯日港人提供協
助助。。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第二批香港人正離開第二批香港人正離開「「鑽石公主鑽石公主
號號」，」，上岸轉搭旅遊巴士前往機場上岸轉搭旅遊巴士前往機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親友為駿親友為駿
洋邨檢疫中洋邨檢疫中
心入住者送心入住者送
物品物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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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536 今日出紙2疊8大張 港售10元

2020年2月
星
期
六22

天晴乾燥 早上清涼
氣溫16-23℃ 濕度60-90%

庚子年正月廿九 十二驚蟄

■■旅遊巴士由早到晚接載旅遊巴士由早到晚接載
香港人往機場香港人往機場。。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