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 論壇文
匯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02020年年22月月252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

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自
強
不
息
保
護
家
園

內地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很多
國家雖然宣稱非常願意提供協助，卻
一個接一個對中國實施入境限制，個
別國家甚至禁止口罩和醫護裝備出口
中國。在無情病毒面前，充分體現無
國就無家的深刻內涵。港人要戰勝這
場疫戰，就必須團結所有同胞，自強不息，同心協
力，才能保護好自己的家園。

疫情持續，內地上下同心，目標一致，軍人、醫
生、護士主動請纓上抗疫前線，十天就建好一座抗疫
醫院並啟用，無論是建設能力抑或調動能力，均讓世界
對中國刮目相看，這正正反映中國的綜合國力。而在本
港瘋搶口罩和保護裝備，導致人心惶惶的時候，內地更
為我們供應了1,700萬個口罩，以解燃眉之急，同時全
力保障本港生活物資供應，展現出兩地同胞血濃於水
的情誼，讓我們更加清楚必須擁有強大國家的重大意
義，在危難時刻，更加珍惜愛護自己的國家。
這次疫情，無論對國家、對本港來說皆是一場嚴峻

挑戰，考驗政府管治執行能力、醫療體系的應急能
力，更考驗市民在公共衛生的自律。本港經歷過
2003年「沙士」，世界各國對本港對抗新冠肺炎疫
情的表現，相當關注，看本港是否有所成長，還是不
進反退。
本港醫護素來以專業誠信聞名，在這關鍵時刻，只

有團結一致，勇敢擔當，發揮所長，相信讓香港經受
住風雨考驗、再放光芒。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以公開信，鼓勵大眾以三個

「心」——信心、愛心、齊心，攜手克難，同舟共
濟。我深信，本港大部分人都堅守崗位，有人勇敢衝
鋒，有人默默奉獻，愛國愛港愛家的無私奉獻、自強
不息、互助互愛的民族基因，流淌在香港每個人的血
液中，這些無數的「小善」，凝聚成「大愛」，保護
着我們家園，讓我們早日迎來戰勝疫情的那一天。

政府統計處公佈本港去年經濟表現的初步數字，去
年全年合計，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下跌1.2%，是自
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年度跌幅。暴亂加上疫情蹂
躪，不少經濟分析師下調本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
最悲估計將負增長3%。
曠日持久的修例風波令香港經歷了自回歸以來最嚴峻

的局面，社會動盪、法治受損、民生受創，暴亂重創經
濟，全年GDP十年首跌。修例風波本質上是反中亂港
的「顏色革命」，其目標就是企圖顛覆香港秩序，奪取
特區管治權，阻礙中國發展。港人秉持信心愛心齊心抗
疫，拒絕「攬炒」，消除「政治新冠病毒」。
修例風波暴力氾濫，許多國家和地區因香港局面不

穩，紛紛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並且不斷升級。香港
零售管理協會近期公佈的調查顯示，自去年6月開
始，97%的零售公司都處於虧損狀態，逾半數虧損程
度嚴重。裁員潮、減薪潮、結業潮、倒閉潮、失業潮
的颶風正醞釀正面吹襲香港。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是特區政府的關鍵要務。黑

暴未止，又「借疫還魂」，在黑暴、疫情雙重打擊
下，本港經濟斷崖式重創。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強調，
現時港人需要同舟共濟，不應有政治操弄，認為如果
少數人現時還為政治私利，製造各種對立，甚至操弄
「罷工救港」，就如「一種政治上的新冠病毒」。

為了減少疫情對一些行業和基層民眾的衝擊，特區
政府迅速推出300億元的抗疫基金。中小企佔香港
90%以上，預料未來半年或出現「海嘯式」結業及裁
員潮，抗疫基金會向旅遊、餐飲及零售業等受疫情重
創的行業，發放一筆過現金津貼，幫助業界度過困難
時期，亦會撥出7.1 億元支援建造業，接近24 萬名
現職地盤工友也能直接受惠，每人可獲發1,500 元津
貼，用以購買個人防護或消毒裝備，預防在工地感染
或傳播病毒。還會為全港20萬戶低收入家庭提供津
貼。有關措施為廣大市民帶來「及時雨」、派下「定
心丸」。
今天的香港已承受不起更多的暴力與仇恨。如果因

為不滿、不快，而對暴徒的橫行跋扈、甚至兇殘行徑
視而不見，這種默許和放任，才是真正毀掉香港的元
兇。只有同舟共濟，才能齊心協力度過疫情和暴亂造
成的困境，邁向社會安定和經濟復甦的前景。

兩地攜手抗疫 真誠真情溫暖港人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向港區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發公開信，文風親和、作風

開朗，信中提出的「三心」——信心、愛心、齊心，在香港與內地互幫互助、攜

手抗疫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駱惠寧列舉的堅實事實極有說服力，如春風撲面的

文風做到了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從修例風波到新冠肺炎疫情，「區隔思維」愈演
愈烈，香港雖未「全面封關」做孤城，但心態上已
近似「孤城」。駱惠寧主任明確地告訴大家，在中
央治港工作的全面改革和有效執行下，香港不應該
也不會成為「孤城」。

「山川異域，尚且風月同天；血濃於水，豈能袖
手旁觀。」患難見真情，更見同舟共濟的力量。香
港與內地互幫互助、攜手抗疫體現了兩地緊密相
連、難以分割的家人親情。

祖國始終關注關心香港
內地在口罩等醫護防疫物資緊絀的情況下，仍全

力協調向港輸出1,700萬個口罩；國家移民局停發
內地居民赴香港旅遊簽注、商務簽注；外交部及駐
港公署緊急協調，成功協助「鑽石公主號」郵輪

港人回家；廣東300個供港基地開足馬力，保證了
果菜奶蛋糧油對港供應正常。香港抗疫獲得中央大
力支持，再次證明中央始終堅定支持香港繁榮穩
定，祖國永遠是香港戰勝挑戰的堅強後盾。
內地與香港守望相助的情誼堅定不移，祖國始終關

注、關心香港，不僅第一時間送來口罩，也全力配合
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香港向來對內地發生災害感同
身受，每次皆不遺餘力馳援，無論是華東水災，還是
汶川地震，香港都踴躍捐錢捐物、全力相助。
此次面對疫情，香港社會各界再次迅速展開行

動，積極捐助內地抗疫，香港社會各界通過中聯辦
和其他各種管道，向內地源源不斷捐款，一些社團
和機構還從海外採購了口罩、護目鏡、防護服、手
術衣、醫用手套、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資和醫療設
備，送往內地抗疫一線。

香港社會各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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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援特區政府抗疫工
作，在獅子山下同舟共濟，樂觀應對挑戰，攜手踏
平崎嶇。
的確，正如駱惠寧主任的金句所說，「沒有人可

以是一個孤島，香港也不應該成為一座『孤
城』」，在國家的支援下，港人有信心、有能力打
贏抗疫戰，香港一定能逢凶化吉、轉危為安。

中聯辦新風港人「受落」
駱惠寧主任履新以來，有着更多令港人「受落」

的行事作風、表達技巧和溝通方式，動之以情又曉
之以理的坦誠令港人感到十分親切。他上月初履新
見傳媒時，首次開放中聯辦大堂予記者採訪，態度

謙厚地「談心」、「談情」，形容香港形勢「令人
揪心」、強調對港工作的「真誠和真情」，讓中聯
辦更加「接上地氣」。
不久後中聯辦舉辦新春酒會，駱惠寧主任發表演

講時，並沒有把自己「區隔」成「外來者」，而是
主動「融入」為香港社會，處處提及「我們」對
「香港這個家」的擔憂和期盼，設身處地從港人的
角度去體會並理解港人的感受，駱惠寧主任高度的
「共情（Empathy）」能力或「同理心」，拉近了
中聯辦與港人的心理距離。
駱主任發出的《同舟之情，攜手走過崎嶇》信

件，將「信心、愛心、齊心」，分別延展並具化成
「科學應對」、「冷靜理性」、「同舟共濟」，在
新的時空環境下，讓「獅子山下精神」在抗疫防疫
中再度閃爍光輝。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香港、內地乃至全世界都嚴
陣以待打一場沒有硝煙的防疫戰。國家主席習近平指
出，當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繼續毫不放鬆，
抓緊各項防控工作」，他又強調，要變壓力為動力、
善於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日前，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
表的公開信，以信心、愛心、齊心與港人分享抗疫
感受。此次抗疫充分展示中華民族愈挫愈勇、在磨
難中奮起的民族精神，更顯示中國上下齊心、「船
大好頂浪」的制度優勢，抗疫發展兼顧，有信心有
能力變壓力為動力、化危為機。這次抗疫也再次證
明背靠祖國內地，是香港的最大優勢，香港應進一
步密切與內地的全方位合作，定能砥礪風雨，迎來
曙光。
面對疫情，中央快速應對、周密部署。全國數以

萬計醫務人員馳援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
10多天的驚人速度建成，31個省區市與湖北各地
市建起對口支援。如今防控正處於關鍵階段，習主
席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定必勝信念，咬緊牙
關，繼續毫不放鬆，抓緊各項防控工作；同時有序
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充分釋放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

和強大動能，努力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
務。事實上，內地各省市正在嚴密防疫的情況下有
條不紊地復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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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顯示出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
力。

彰顯「船大好頂浪」制度優勢
面對疫情威脅，駱主任寄語：「人心齊、泰山

移」，並引用香港家喻戶曉的歌曲《獅子山下》的歌
詞「拋開區分求共對」，與港人共勉之，這道出700
萬名港人的心聲。香港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禽流
感、沙士以及多次金融市場波動，香港能夠屢次化險
為夷、屹立不倒，靠的就是同舟共濟、守望相助。

香港與內地同呼吸、共命運，在災難逆境面前
一向風雨同路、守望相助，這次抗疫也不例外。
「山川異域，尚且風月同天；血濃於水，豈能袖手旁
觀？」香港各界向內地捐款捐物累計超過10億元人
民幣；武漢港資亞心總醫院，主動將全部近400張
床位拿出來接治患者；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更
親率團隊支援武漢抗疫。

另一方面，中央向香港提供1,700
萬個口罩等緊缺醫療物資，加強兩
地人流管制，駱主任更到在港中資企業調研，強
調穩供應保民生，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共同打贏防疫
抗疫阻擊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和外交部駐港公署
協助「鑽石公主號」的港人回港，這些都反映中央
以實實在在的行動關心、愛護、支持香港，也顯示
出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更加證明駱主
任信中所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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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修例風波、肺炎疫情的雙重夾擊，本港經

濟跌入低谷，失業率攀至近年高位，振興經濟的挑
戰同樣不容低估。當下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抗疫不
可鬆懈，但穩經濟保民生也要全力以赴，需要特區
政府和廣大市民齊心協力，以信心、愛心、齊心一
手抓抗疫防疫，一手抓恢復經濟，特別是要抓住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落實更多互聯互通的措
施，科學理性地應對抗疫和發展，就沒有越不過的
山、沒有跨不過的坎。

愈挫愈勇磨難中奮起 守望相助越山過坎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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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香港工會聯
合會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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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首抗疫的主題曲《等風
雨經過》由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歌

神張學友和周杰倫攜手合作發放正能量，憑歌寄意
支持在抗疫前線的所有醫護人員，更希望社會上各
人都做好個人衛生，懷着不自私、不添亂的態度防
止疫情擴散，保護好每個社區，每個家園！
但另一邊廂，香港接連發生本地傳染個案的時

候，居然又爆出孔聖堂中學署理副校長何栢欣利用
自己的社交媒體發放「藏頭詩」，隱含「黑警死全
家，一個都不能少」，對有警員感染新冠肺炎抱着

幸災樂禍的心態，其冷血舉動簡直令人髮指！
由去年修例事件開始，接連爆出教育工作者在

個人社交媒體發表不恰當言論，當時不少人反駁稱
教師網上也理應有言論自由，但教師的一言一行對
於學生都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更何況現在停課期
間，不少中學教師依然各司其職在不同網上平台向
學生授課。這些言論本身就已經是違反教師專業守
則，出自一家以弘揚儒家思想為辦學理念的學校老
師更不應該，故此該校校董會馬上將該名教員停職
調查是合情合理之舉。

筆者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最近
堅持停課不停學，每天為學生直播
網上課堂，除了保持學習進度外，更重要的是教育
學生在抗疫面前必須做好個人衛生，勤洗手。疫症
當前，真正可怕的並不是病毒，而是部分人士依舊
以政治先行，詛咒不同政見人士感染！

正如張學友在歌曲最後呼籲：「人的美與善，在
面對困境與艱難的時候最能體現。謹此向勇敢在前線
抗疫救人的醫護人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病毒不會
分「藍黃」，全城抗疫，你我合力，停止撕裂！

教師借疫散播仇警言論不可接受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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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抵達香港國際機場那刻，陳女士忍不住落
淚。她說，在船上的日子，猶如被困在一座漂在
海上的病毒監獄。看着郵輪上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的人越來越多，她不知道，下一個會不會是自
己；更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熬多久，直到
收到香港特區政府的好消息：派遣包機接載香港
居民回港。
停泊在日本橫濱的郵輪「鑽石公主號」因為曾

接載一名確診新冠肺炎的乘客，而要在橫濱接受
隔離。船上的人除非確診患病，否則一律不准下
船。隔離原意是避免病毒進一步傳播，但船上的
確診患者一天天增加，為日本帶來嚴峻考驗；
「鑽石公主號」之疫，凸顯出香港和日本在危機
管理上的差異。

「隔離」決策須果斷
郵輪上一名香港乘客告訴筆者，船上並沒有明

確指定的「隔離區」，有病徵者更可隨處走動，
令其他乘客極為不安。一名曾上船視察的神戶大
學傳染病專家也批評，船上的隔離安排極之混
亂，並沒有區分「感染區」和「安全區」。

月初時，另一艘郵輪「世界夢號」也因曾接載新
冠肺炎患者被拒泊高雄港，返抵香港啓德郵輪碼頭
進行檢疫，逾千名乘客同樣不准下船。當時，筆者
採訪過船上一個乘客。他形容，船上的消毒程序做
得非常到位，旅客進出都有船員為他們消毒雙手，
健身室等設施關閉，有病徵者更需到指定房間隔
離，直到通過病毒測試。船公司表示，沒有刻意
計算成本，目標是全力配合檢疫工作。
危機發生時，受影響者會感到恐慌，做決策者

必須反應迅速，行動果斷，從根源上緩解受影響
者的負面情緒。這一點，在「鑽石公主號」一事
上並沒有做到。

撤離後續須跟進
日本政府表示，有23名從郵輪下船的人，在檢

疫期內都沒有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承認出現失誤
及致歉，會深刻反省。
這後果可大可小。後續關鍵是，這23人之後怎

麼了？當局有沒有即時追蹤跟進？
儘管「鑽石公主號」上的乘客已在船上接受14天

「隔離」，但面對嚴峻疫情，香港政府仍嚴陣以待。
抵港的香港乘客下飛機後，由香港警察開路，

直接送往位於火炭的檢疫中心，再接受額外14天
的隔離檢疫。特區政府強調，雖然全部人在日本
的病毒測試中都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但香港
會再為他們做病毒測試；如果結果呈陽性或出現
病徵，會立即送往醫院作進一步治療。

相反，日本政府宣佈，由於當地下船的乘客
「已無感染風險」，大家可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回家。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感到詫異，不少人問：
「日本政府是哪來的『勇氣』啊？」
「鑽石公主號」的確診患者比例已達全船人員

一成，之前更有患者的潛伏期超過14天，下船後
再隔離的措施實屬必要，日本當局的決定，未免
顯得太草率。

魔鬼在於細節
郵輪作為一個封閉的空間，船上任何設施都可

能是病毒傳播媒介。當「鑽石公主號」已淪為病

毒溫床時，日本當局就應撤離全船
人員到陸上檢疫中心，提高隔離和
檢疫監察成效。如果情況不許可，當局也應有後
備方案。
日本此次的反應明顯是危機處理意識不足。據

當地媒體報道，一名協助乘客檢疫的工作人員，
因工作時沒穿防護衣物，口罩更是重複使用，結
果自己被感染。

船上乘客又告訴筆者，日本政府並沒有定期向
他們發放最新消息，他們大多是靠網上消息跟進
事態發展。官方信息不透明，更加劇乘客內心的
焦慮感。
反觀香港，除了每天下午有政府疫情通報會公佈

疫情最新動態外，細至哪個個案是輸入個案，哪個
是本地感染個案；新病例和哪個病例有關聯；患者
住在哪區、見過什麼人等，都一一通報。
在安排包機接載港人的過程中，中國外交部多

次與當地協調，各方也共同努力。特區政府表
示，所有參與事件的人員，包括機組人員和接載
乘客的接駁車司機，都有全身防護裝備。政府特
遣隊又為下船的乘客提前準備好電話卡、酒精搓
手液、口罩和紙巾等物資，確保他們在抵達檢疫
中心前獲得一切所需用品。
危機管理有三大階段：事前預防、事發處理、

事後防堵。既然錯過了事前偵測潛在危機的時
機，就應在事發時及時開誠佈公，側重加強防堵
工作。危機管理做得好，可以化險為夷；但如果
處理不當，災難隨時演變成為管治危機。「鑽石
公主號」之疫必然會寫入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史，過程中發生的一切，值得反思和檢討。

從「鑽石公主號」之疫評香港與日本的危機管理
黃芷淵 香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