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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區會播
「政治病毒」
神憎鬼厭

新冠疫情持續，全港各界聚焦抗疫，但煽暴派
區議員不專注為社區居民防疫、搞好社區衛生，
而是提出政治議題撩是生非、催谷暴力。煽暴派
主導的深水埗和南區區議會，通過在區內設「連
儂牆」的動議。一位建制派老友直斥：「簡直荒
天下之大謬。去年的黑暴給香港帶來巨大災難，
煽暴派對暴力不譴責不切割，反而繼續鼓吹暴
力，不正是散播『政治病毒』嗎？這充分暴露煽

暴派區議員只識造反、不事建設，政爭拿手、民
生束手，濫用區議會的資源和權力搞政爭，區區
恐怕難得安寧。」
煽暴派區議員最近動作頻頻，除深水埗和南區
區議會通過要在區內設「連儂牆」之外，還有西
貢煽暴派區議員柯耀林及陸平才，計劃在下月3日
提出動議，把將軍澳的兩處休憩處改為「周梓樂
紀念公園」和「陳彥霖紀念公園」。老友對自明
話：「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動作，以紀念為
名，實質是顛倒是非、煽惑人心。周梓樂和陳彥
霖的死，警方已充分調查，證實兩人死因沒有可
疑之處。煽暴派硬要生安白造，造謠說兩人的死
與警方有關，是典型的無憑無據、強加罪名。現
在煽暴派搞所謂的紀念公園、『連儂牆』，延續
散播違背事實、抹黑警方和政府的言論，用心極
其險惡。」

加設「連儂牆」的消息一傳出，深水埗和南區
的區內居民十分反感。老友話：「雖然『連儂
牆』的具體位置未定，但肯定是濫用區內的公共
空間。一直以來，區內的公共空間已十分緊缺，
本該想方設法為市民尋覓增加休憩娛樂場所。煽
暴派要用屬於市民休憩的地方搞政治，將其變成
『政治公園』、『政治隧道』，利用這些場所搞
各種歪曲事實的政治文宣，挑動區內的對立情
緒，搞到區區雞犬不寧，你叫居民怎能不擔心？
居民怎能不憂慮？以後小朋友到休憩處活動，難
免被政治洗腦，也走上違法暴力的邪路？」
對於煽暴派區議員將社區政治化的行為，老友
指：「這些人本來就是靠修例風波的政爭、黑暴
起家，上任之後無心無力做地區服務，只會為了
政治利益大肆煽動政爭，不惜犧牲社區安寧和市
民福祉。春節前，就有煽暴派區議員要用公帑辦

『和你宵』，撐『黃色經濟圈』；春節後即使面
對疫情威脅，煽暴派政客不理防疫的頭等大事，
仍然不忘吃周梓樂和陳彥霖的『人血饅頭』，不
僅誤導市民、製造仇恨，也在周梓樂和陳彥霖家
人的傷口上灑鹽，實在冷血、無人性。」
不過，老友相信，煽暴派區議員終將自曝其
醜。他話：「區議會的職責是做好社區工作、服
務居民。煽暴派區議員以為自己當選就是『山大
王』，不服務居民，一味浪費資源做政治秀，有
破壞無建設，只會令市民看清楚他們根本是玩忽
職守、浪費公帑的
『攪屎棍』，這樣
『政治病毒』不徹
底清除，香港無運
行，市民亦無安樂
茶飯食。」

科大助新冠疫苗研發提速
析數據發現免疫反應可能靶點 有助收窄研究範圍



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兼化學
及 生 物 工 程 學 系 教 授 Matthew

與新冠病毒的抗原表位基因相同，大有可能成為

McKay 和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博士後研
究員 Ahmed Abdul Quadeer 領導的研究
團隊，近日透過分析大量與新冠病毒相
關的數據，識別出一組來自沙士冠狀病
毒的 B 細胞和 T 細胞抗原表位，或可觸
發人類針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反應。有關
研究成果近日已在科學期刊《病毒》中
發表。

觸發新型肺炎免疫反應的靶點。有關結果將有助

與沙士抗原表位相似

收窄疫苗研究範圍，有望縮短生物學家研發疫苗

Matthew McKay介紹，抗原表位是可
觸發針對該冠狀病毒免疫反應的蛋白組
織，團隊在芸芸抗原表位當中，找到小
部分同時存活於沙士及新冠肺炎病毒之

(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世界各地專家均致力從
事疫苗研究。香港科技大學科研團隊發表最新數
據分析結果，發現沙士病毒中 20%的抗原表位

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中，它們的基因排列完全一致。其中，
沙士病毒的 B 細胞抗原表位與新冠肺炎
病毒有 16%相似，T 細胞抗原表位則與
新冠肺炎病毒有 24%相似，整體相似度
則為20%。
他指出，雖然有效針對沙士的疫苗從
未面世，但研究人員以往曾就哪些沙士
病毒抗原表位能觸發人類免疫反應這一
點進行過大量的實驗，「我們相信這些
抗原表位最有可能成為觸發新冠肺炎免
疫反應的靶點。」
Ahmed Abdul Quadeer 表示，研究亦
就人群覆蓋率進行分析，發現上述的 T
細胞抗原表位在沙士爆發期間，曾有效
於包括中國大陸的全球大部分人口中引
發免疫反應，相信以此抗原表位開發出

來的疫苗，可能對大部
分群眾有效。
被問到研究有多大程
度可以促成疫苗研究，
Matthew McKay 坦 言 難
以判斷。惟他認為上述
發現可以作為啟示，鼓
勵其他範疇專家先集中
研究是次發現屬於一致
的 20%抗原表位，以收
McKay（右）及其研究團隊
及其研究團隊，
，識別出一組
窄研究範圍及引導進一 ■ Matthew McKay（
潛在生物標記。
潛在生物標記
。
科大圖片
步實驗工作，希望能盡
快尋找到有效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 是考慮到沙士跟新冠肺炎病毒有很多相似
疫苗。
部分，因此選擇了沙士作為比對目標，估
至於會否有其他病毒可作進一步比對， 計其他如中東呼吸綜合症等病毒，所得結
Ahmed Abdul Quadeer 表示，團隊當初 果的相似度或不如沙士般高。

網教不似預期 學生
「上堂」
打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受疫情影
響，本港自農曆新年假期起停課至今，學
校希望透過網上電子教學讓學生「停課不
停學」。不過有調查顯示，近五成受訪老
師認為網上教學不能夠達到上述目標，很

多老師反映製作教材時困難重重；學生安
坐家中邊打機邊「上堂」，成效存疑；部
分基層學生家中無 Wi-Fi 或電腦，難以參
與網上學習。團體促請教育局提供足夠支
援，否則教育成效不彰。
工聯會屬會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近日
進行問卷調查，了解現時教師在停課期
間的工作情況，收集他們對教育局停課
的安排及網上教學的意見，最終成功訪
問到344人。

■教總公佈問卷調查結果。左起︰林伯
強、余綺華、何啟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就教育局提出以多元化的電子學習策
略及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來達到「停課
不停學」的成效，近半人認為不能達到
目的。其中在推行網上教學的困難方
面，教總共收回近 200 項意見，大部分教

基層學生缺上網裝置
中學教師林伯強表示，網上教學時，教
師難以監察學生學習進度，例如有學生會
一邊打機一邊「上堂」，有些學生則心不

樂善堂免幼園生茶點午膳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肺炎襲
港令百業蕭條，不同機構均想方設法協助基
層家長或教界。九龍樂善堂轄下 6 間幼稚園
校董會昨日宣佈，將豁免旗下幼稚園逾千名
學生 3 個月的午膳費和茶點費，涉款逾 116
萬元。教聯會則在熱心人捐助下，把口罩及
消毒搓手液等物資送予幼教界。
樂善堂昨日表示，關注到基層家長在疫
情下之經濟需要，轄下 6 所幼稚園校董會會
豁免逾千名半日班和全日班幼稚園學生於本
月至 4 月份之茶點費和午膳費，涉及費用為
每月 38.8 萬元，3 個月共 116.4 萬元，盼能
與基層家長共渡時艱。
因應疫情嚴峻，樂善堂同時成立了「樂
善堂口罩銀行」，向合資格人士免費派發防
疫口罩及物資，正領取在職家庭津貼、全額
書簿津貼、交通津貼、綜援、居於劏房之低
收入家庭及長期病患者等均可受惠。

教聯會贈口罩搓手液
針對學校對防疫物資的需要，以為日後
復課做好準備，教聯會近日獲熱心人捐助一
批成人三層口罩及消毒搓手液，指定支援幼
教界。考慮到幼稚園需要照顧年紀較小的幼
童，停課期間校舍保持開放，他們決定把這
批物資送到幼稚園，以支援幼教同工的需
要。該會會繼續積極尋找防疫用品，與教育
界一起齊心抗疫。

就特區政府「防疫抗疫基金」近日撥出
2.2 億元支援照顧 0 歲至 3 歲幼童的幼兒中
心，社署昨日宣佈推出「幼兒中心特別津
貼」予營辦機構申請，希望協助解決其在疫
情下停運及家長退出服務而面對的財政困
難。
津貼額會以 1 月 15 日有關中心服務的幼
兒人數及形式釐訂，申請經確認後，社署將
於 3 月內一併發放 2 月和 3 月的特別津貼，4
月及5月則按月發放。

港台直播上網問功課
香港電台電視部昨日則宣佈，會與不同教
師團體合作，於下月 2 日起逢星期一至五下
午 4 時至 5 時，推出直播節目「上網問功課
同行抗疫」，讓同學安坐家中繼續學習。
節目將播出不同學科的短片，分別訪問
專科老師、大學教授及不同界別嘉賓，包括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天文台前台長林超
英、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等，內容文理
兼備，希望以生動有趣的方法與同學分享知
識及學習心得。
節目特設的 facebook 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tutoronline2020/） ， 亦 由 3
月 2 日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3 時至 5 時，由
老師在網上即場解答學生的功課問題。如問
題一經抽中，更有老師在節目內解答。歡迎
同學於專頁發問。

在焉，學習成效未必理想。另外，有些基
層學生家中沒有上網裝置，要等家長放工
再借用對方的手機上網學習，頗為費時失
事。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認
為，教育局應考慮如何提供網上教學的
配套，並為學校購買網上互動教學軟件
的付費版本，加強支援教師教學；另一
方面，亦希望學校及家長可體諒前線教
師在網上教學方面缺乏經驗 ，予以包
容。
至於未來的復課安排，超過八成半受
訪者認為教育局需要在疫情穩定和有充
足的防疫用品下才安排復課，另有超過
八成受訪教師認同取消 6 月、7 月的試後
活動以補回課節，亦有近四成教師認為
延長放暑假有利於學生學習。

上傳視像履歷 公司網上面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新冠
肺炎肆虐，減少面對面接觸及交談
是防疫的重要方法。求職季節臨
近，浸會大學今年再次推出「網上
職業博覽」，透過線上平台為僱主
及應屆畢業生提供就業配對服務，
學生可事前上傳視像履歷，更有機
會與超過 50 間公司進行網上面試，
涉及 200 個職位空缺。由於疫情關
係，校方坦言今年畢業生求職市況
難測，而是次博覽特別安排專業顧
問公司提供線上諮詢服務，讓學生
就求職注意事項尋找專業意見。

浸大網上職博提供逾200職缺
浸大「網上職業博覽」平台將於
3 月 3 日至 5 日正式展開。是次博覽
有 170 多所企業或機構報名參加，
浸大從中挑選了逾 50 家參與，涵蓋
創新與資訊科技、公關與市場推
廣、醫療服務等行業，共提供逾
200 個職位空缺。截至昨午，已有
超過470位學生登記參與服務。
各公司在平台上設有專屬的虛擬
「攤位」，學生能夠從中了解公司
特色、空缺職位資料等。學生於上
傳個人資料、傳統或視像履歷後，
公司就可邀請合適學生，在指定時

間透過平台以文字、聲音或視像通
話等形式面試，過程與一般親身面
試無異。
除了面試功能外，平台亦提供近
20 場網上招聘及職業講座，讓學生
了解相關公司的職位詳情及獲得就
業市況等實用訊息。本年博覽亦特
別增設 6 間專業顧問公司，於 3 月 3
日至 5 日期間提供即時線上支援，
與學生分享求職注意事項。
浸大學生事務處事業策劃主任麥
艷萍表示，去年平台反應踴躍，有
學生獲得5個面試機會。她提到，學
生可選擇向所有僱主或特定僱主展
示履歷，網站資料亦只會在博覽完
結後保留約一星期，以保障私隱。
她直言，疫情肆虐下求職市況難
以預測，但估計一些醫療相關公司
或會在此環境下招聘更多人手，為
學生提供入職機會。
浸大學生事務處助理輔導長及事
業策劃中心主管鄧藹儀表示，線上
面試已是大勢所趨，故希望提供不
同機會予學生嘗試。她表示，若大
學稍後能恢復面授課堂，也將於校
內舉行 3 日實體職業博覽，預計屆
時有 120 所企業擺設攤位，供應屆
畢業生參加。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記者會分享設立生產線的經歷
及口罩分發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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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一個非政
府機構與智庫組織，在特區政府政策創新
及統籌辦事處（創新辦）協助下火速於一
個月內設立口罩生產線，首批 30 萬個港
產口罩本周成功出爐，技術成熟後，每周
產量提升至 80 萬個，並會免費分發給前
線員工和長者，以及配售給醫護人員及基
層市民。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不少
國家及地區紛紛禁止口罩輸出，在港設口
罩生產線是大方向，可以滿足本地需求。

萬港產口罩出爐 前線長者優先

近半教師指未達教局目標

師反映在製作教材，特別是真人視像製
作上遇上技術困難，但欠缺支援。
此外，不少教師反映家中或學校設備
不足或不專業，硬件方面如平板電腦、
拍攝器材，軟件方面如很多應用程式的
免費版存有很多限制、某些程式不能在
手機中使用；另網絡不穩定、進行視像
時環境嘈雜也是常見問題。
該會又發現，教師需要在緊迫時間下
製作大量教材，但某些教材製作需時，
包括搜集材料、製作物料、進行演練，
往往比在課室中授課備課花更多時間。

產量可增至每周 80 萬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和新思維設立 3 條本
地口罩生產線，成立「SOSo Mask」，目
前每周產量為 30 萬個口罩，當技術成熟
後，每星期可產 80 萬個口罩。據悉，香
港家庭教育學院已訂購的原材料可供生產
1,200 萬個口罩，已投放的 650 萬元資金
中有 200 多萬元來自捐款，其餘 400 多萬
元是團隊籌集。
負責監製生產線的鄭承龍指出，口罩的
過濾材料採用 BEF99 級的溶噴布料，並
在 10 萬級無塵車間進行生產，並已交給
美國及廣州的化驗機構化驗，目前還未取
得化驗報告。鄭承龍指出，該款口罩與懲
教署所生產口罩類似，只供防禦用途，不
適用於手術室。
學院每周將會有至少 15 萬個口罩透過
創新辦派發給個別行業有需要的前線員
工（如清潔工），以及透過安老事務委
員會免費派發給有需要的長者，尤其是
獨居長者，並會視乎需要分發給醫療輔
助隊及聖約翰救傷隊等機構，及以每個
兩元配售給醫護人員、非牟利機構，和透過區議
會發給基層市民，但不會公開發售。
林正財表示，不少國家及地區紛紛禁止口罩出
口，在全球各地搜購口罩將會更加困難，自己早前
曾與日本領事館代表商討，對方透露日本打算停止
輸出口罩，所以要維持本地有足夠的口罩生產線，
滿足本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