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港人曹先生獲准離開湖北黃石市的批文。■■湖北湖北、、湖南交界處需量度體溫湖南交界處需量度體溫。。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一場新冠肺炎疫潮，令滯留湖北的港人

苦覓歸家之路。滯留湖北黃石市的港人曹

先生因要回港上班，無法久候香港特區政

府安排包機的行程，因此靠自己「走出」湖北。雖然他和妻女無任何病徵，但苦

無返港途徑，直至上月他與讀中學的女兒向所住社區取得離城許可，並搭上友人

南下深圳復工的順風車，經32小時日夜兼程，跨越三省1,200公里路途，一路經

過無數個檢疫站重重檢疫終於回到香港檢疫中心，隔離14天後，今日深夜完成隔

離後將重獲自由。走過人生最漫長歸家路的曹先生表示，只要能回家，千辛萬苦

也值得，也理解為了所有港人健康，返港須再接受隔離，只是不知仍滯留湖北的

妻子何時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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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鄂港人：人生最長回家路
趕返工不等包機 32小時跨12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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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乘坐第一
班包機返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旅客，
14天的強制檢疫令將於今晚11時59分屆
滿。據了解，政府明天凌晨安排穿梭巴士
到火炭駿洋邨，接載這批完成檢疫者前往
大圍港鐵站後解散，倘若檢疫者乘搭私家
車自行離去，須登記車牌、司機姓名、聯
絡電話等，才可進入駿洋邨接載家人離
開。即將可以回家的隔離者胡女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難掩興奮之情，「我
住埋呢日就走得啦！」

最大安慰是親友問候
胡女士表示，雖然習慣了隔離生活，

但始終是一個人面對四道牆，生活不外
乎睡覺、食飯、使用平板電腦觀看片
段，不能夠外出而十分乏味，「希望可
以快啲出街啦，家(等離開)嘅心情係開

心，知道自己冇事，就
當喺度過咗一個悠長假
期。」
談到「鑽石公主號」的

非一般郵輪經歷，胡女士
表示不願多談，僅稱「之
前覺得唔知點、死啦，
家都接受咗，唔諗啦，有
人返到嚟都確診，船上十
幾日，呢度（指駿洋營）
十幾日，隔離咗咁耐都心
安理得。」
胡女士憶述，第一天入

住駿洋邨情緒很緊張，知道有人在升降機
附近看守，「你一出去就會趕你入房，感
覺不是滋味。」她認為，檢疫中心內的設
備尚可，日用品亦一應俱全，惟起初食物
質素「差啲」外，及後知悉換了食物供應

商，食物質素已有好轉。
因為是次事件，胡女士與親友的溝通也

會較以往頻密，她說：「（親戚朋友）成
日都會問住你最新的情況。」可算是隔離
日子裡，最大的精神寄託。

「「公主客公主客」」今天午夜可離營今天午夜可離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這邊廂

的「鑽石公主號」返港市民陸續完成檢
疫令，那邊廂仍有49名「鑽石公主號」
港人乘客因為在日本確診留醫當地，當
中部分人已康復可以出院，即將踏上返
港旅程。一名留日確診港人莊女士說：
「好消息，出了報告，兩次檢測都係陰
性，可訂機票走了。」
在岡崎醫院已留醫12天的確診港人莊

女士表示，當地醫療資源匱乏，她在沒
得照X光、沒得看醫生、沒藥食的情況
下，與丈夫靠自身免疫力痊癒，並通過
檢測可以出院，預訂了機票今日返港。
莊女士表示：「這次旅行的經歷又害
怕、又恐懼，所以大家知道是陰性很開
心。我都期望可回港，實在在這裡逗留
太久。」
留院期間，莊女士跟鄰房的劉太及幾

位外國人成為朋友，互相打氣。劉太
說，困在郵輪及醫院的日子難過，靠扭
氣球娛己娛人，感恩終於康復，亦感謝
各方支持。

患者要氣球解悶使館送到
留日確診港人劉太稱：「香港入境處

問我需要什麼，我就說可否給我氣球，
結果他們就跟中國大使館反映了，真的
送了一包氣球和幾支筆給我，我真的很
開心，很多謝你們。」
她說因為早前脊椎做過手術，無能力

自行回港，要等候屬緊密接觸者的丈夫
完成隔離，才可一起回港。
截至本月1日，保安局表示仍有49名
確診港人在日本留醫，入境處人員及衛
生署的醫療隊在當地跟進他們情況和需
要。

49人在日留醫 使館細心照顧

曹先生和女兒14天的隔離，
到今晚（4 日）深夜 23 時 59 分
結束，若無新冠肺炎病徵，父女
即可解除隔離，重獲自由之身。
他憶述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隔離

營的生活時說，每天要接受兩次量度體溫，其
他大部分時間就是「吃完就睡，睡完再吃」。
不過，他離開隔離營後還有麻煩之事，就是女
兒返港後才知道全港中學延長停課期。由於妻
子回港無期，女兒起居只能交由曹先生的胞弟
或友人代勞。

曹先生說，鯉魚門隔離營環境寬敞，景色優
美，兩父女住在一個4人房的套間，一般生活
配套齊全，唯獨欠缺WiFi上網、電視機和雪
櫃。由於營內不主張隔離人士四處走動，須留
在房內，平日只能靠自攜的手機和手提電腦解
悶。女兒可能因平時母親管教較嚴，在營內反
而顯得輕鬆自在，沒有不習慣。

滿意膳食分量和質素
曹先生續說，按隔離檢疫要求，他和女兒每

天早上10時和下午5時都須接受一次職員到房
間量度體溫，衛生署人員亦會每天致電查問身
體狀況。同時，他須按公司要求，每天向公司
匯報一次身體狀況，而公司更要求他出營後需
取得衛生署發出的健康證明才能上班。

被問到營內的膳食安排，曹先生個人認為一
日三餐無論分量和質素都十分滿意，另有杯麵和
朱古力、餅乾等小食供應。他笑說，可能兩父女
是由湖北返港的原因，職員對他們似乎特別「照
顧」，每次到訪送餐或檢測體溫時，均以
「VIP」（貴賓）稱呼，未知是否有特別含意。

曹先生說，因滯留湖北的妻子不在首批包機
返港市民名單上，已多次向駐武漢辦查詢，但
得到答覆只有「等」。

出營回家後，他們仍要面對另一個難題，就
是自己要工作，但剛上中學的女兒因停課不用
上學，故此只能將女兒暫託給她叔叔或朋友家
照顧，恐須直到妻子回港才能一家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封鎖
屋苑）後，室外空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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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先生所在的黃石小
區，居民須網購肉菜，再
到小區檢疫關卡領取。

任職建造業項目經理的曹先生，一家三口1
月21日（年廿七）前往湖北黃石市探望病

重的外父，原計劃2月3日起程返港，詎料距黃
石百多公里的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並蔓延開去，
黃石也隨之被「封城」。「怎麼也沒想過疫情會
這麼嚴重。」曹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憶述他一
波三折的「抗疫之路」。

鬱悶：小區由限出到禁出
曹先生說，1月23日看新聞得知武漢要「封
城」，消息雖突然，但心想武漢畢竟離黃石超過
120公里，故初時沒特別緊張，詎料翌日黃石亦
宣佈「封城」，所有內外交通中斷，再隔兩天所
住小區也實施封閉式管理。大街小巷的店舖全部
關門，整條街空無一人，居民若要出區出城，都
必須申請通行證，每家每天只能一人外出購買東
西，進出每一處地方都必須量體溫，若沒戴口罩
會被及時提醒，去街市只能在封鎖線外「落柯
打」；其後連出小區購物亦禁止，只能網購食物
送到小區的檢疫站口，再過去提取貨物回家。曹
先生開始感到事態嚴重，擔心回港無期，因為自
己要上班，女兒要上學，一方面心急如焚，一方

面對生活被約束感到鬱悶。

自救：覓得順風車准離城
後來見到疫情似乎愈趨嚴重，曹先生和妻子更

加想返港，遂在網上找來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
貿辦事處的電話號碼致電求助，但電話一直沒人
接聽，直到後來在朋友幫助下，獲得駐武漢辦職
員的聯絡辦法，在登記個人資料後曾多次查詢包
機情況，「對方一直叫我們耐心等候安排，這樣
一等超過半個月，仍沒返港具體時間表。」
曹先生說，求人不如求己。他一直找機會循合

法途徑走出湖北，上月18日終露曙光：他得知朋
友因為需返深圳復工，並獲批准兩輛私家車離開黃
石，馬上致電要求隨行，並向社區防疫部門申請離
城許可，證明家人的健康狀況良好。但另一難題又
出現，因順風車只餘兩個座位，夫婦認為女兒趕着
上學（當時還不知道學校會延遲開課），所以惟有
父女同行，無奈留下妻子等候包機。

檢疫：量體溫七次車消毒
父女上月19日下午2時出發，經過小區和市內3

個檢疫關卡，然後駛上高速公路，另外車輛在進入
湖南省、廣東省和深圳市時，沿途共
有3個大型的檢疫站，對所有經過的人
車身份和通行證進行核查，其間每人
必須接受體溫檢測外，全車亦需進行
消毒才放行，結果本來只需約15小時
的車程，最終花了22小時，直至上月
20日中午約12時才抵達深圳灣口岸。
當日下午2時許兩父女進入港境，

因健康申報表是來自湖北，兩人被職
員帶到大堂隔離區，進一步接受檢測
體溫和查問個人資料後，兩人須接受
為期14天的隔離檢疫。詎料，又要
等足8小時，他們才登上衛生署專
車，當晚10時許才前往柴灣鯉魚門
公園度假村接受隔離。
曹先生說，雖然歸家之路很漫長，

其間又要一等再等，但回到香港總算
放下心頭大石，一番努力未算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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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宣佈黃石宣佈「「封區封區」」後後，，小區部分街道被臨時封閉不准通小區部分街道被臨時封閉不准通
行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曹先生由湖北黃石市返港入住鯉魚門隔離檢疫營。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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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載駿洋營檢疫期滿者離開的私家車接載駿洋營檢疫期滿者離開的私家車，，需事先登記車需事先登記車
牌牌、、司機姓名司機姓名、、聯絡電話等聯絡電話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