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湖北省是今
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高發區，香港大
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估計，乘首
批包機從湖北返港的港人中，或有1%至5%
人稍後會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則表示，當局今日會為所有返港
人士進行病毒測試，他們在檢疫期間亦需每
日量度體溫，一旦出現不適會盡快送院隔離
治療。

何栢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湖北
省各市現時確診新冠肺炎人數佔人口約0.1%
至0.5%不等，但由於部分人病徵不明顯未被
發現，以致實際感染個案可能是官方公佈數
字的10倍。他從而推算乘首批包機返港的
500多人中，可能有5人至25人稍後會確診
新冠肺炎。
陳肇始則表示，目前難以估計從湖北返港

的市民中有多少人已受感染，「不能很容易

跟例如鑽石公主號相比，鑽石公主號共有
200多人，住在駿洋邨，確診數目大概是9個
到10個，但武漢返港港人，是否都一樣，問
過專家未必能估計。」
她表示，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他們的健

康狀況，今日會派員到火炭駿洋邨檢疫中
心，為返港人士進行病毒檢測，他們在檢
疫期間每日亦要量度體溫，政府會密切留
意相關情況，並補充檢疫中心內會有醫護
人員 24小時駐守，檢疫人士如果出現不
適，醫護評估情況後會盡快安排他們送院
隔離治療。

為爭取早日返港，本
身在恩施山區小鎮居住
的港人袁先生，千辛萬
苦向鎮政府申請離開小
鎮到恩施市區，以便一
有特區政府包機消息就
馬上能起行，可惜等了又等，盼了又盼，首批包機
乘客名單始終未有他的名字。「十分失落，只怕我
的病唔等得。」
本身是甲狀腺癌康復者的袁先生，滯鄂期間禍不

單行發現頸部漸腫脹、有癌症復發的跡象，倍感心
急如焚，「現在稍稍動彈也感疼痛，本來我要每半
年覆診一次，但因為滯留在湖北，我錯過上月的覆
診期，好擔心癌症復發。」他昨日再次向入境處諮
詢包機消息，但得到回覆還是未有下一批包機的消
息，入境處人員着他耐心等待。「我等得，個病唔
等得。」
袁先生表示，頸部最近日漸腫脹，轉動有疼痛

感，他非常擔心病情惡化。曾致電香港的瑪麗醫
院，了解有無其他辦法，院方只建議他在當地醫院
就醫。「這裡的醫院屬疫症高危區域，好易感染新
冠肺炎，而且就算求醫也要排期。」
苦無辦法的他如今只能望天打卦，「其實，我身

處的恩施也有不少滯留的港人孕婦，有的已懷孕10
周，有人今（昨）日冒險到當地醫院檢查，因為真
的擔心胎兒情況。」他希望特區政府第二批包機考
慮在恩施起飛，「就算不能直飛香港，也可以先到
深圳或澳門再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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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他們返
港，我既羨慕又
心急，什麼時候
輪到我？」首批
包機主要接載滯
留武漢市的港
人，滯留湖北省
其他地區的港人

昨日只能替別人高興，其中從事金融
行業的陳小姐，滯留黃石市逾一個
月，最近更收到香港僱主的「最後通
牒」，「上司說再不返工就炒我，因
為我跟進的投資客戶已不耐煩，公司
蒙受經濟損失。」她坦言，目前只寄
望身處的城市早日「解封」，「或者
未等到包機，這裡已解封，可以自行
返港。」

羨慕人返港 何時輪到我？
「當初知道政府有包機安排，我很

開心，吃飯也特別香；但隨着首批包
機的名單敲定，知道無我的份兒，甚
至連第二、三批包機幾時出發也未有
定案，我的心情就沉入谷底，經常偷
偷哭了。我這幾天都無膽看新聞，因
為我會羨慕他們(首批返港港人)，我
承認我心胸窄，因為我實在無法接受
2020年整個季度已虛度了。」在港
從事金融業的27歲陳小姐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電話訪問時，記者深深感

受到電話筒的另一端充滿沮喪及焦
慮。
祖籍在黃石市的陳小姐，因為新春

前喪父，她趕赴家鄉辦理喪事及陪伴
母親度歲，詎料竟遇上疫情蔓延至黃
石，市政府決定「封城」，她被迫滯
留當地逾一個月。過去一個月可謂度
日如年，她的經濟及生活壓力倍增，
「我已先後向公司請了一個多月的無
薪假，上司說再不返工就炒我，因為
我跟進的投資客戶已不耐煩。」

多月未交租 房東要爆鎖
同時，陳小姐在香港的住所已多月

無交租，房東一再向她施壓，「我懇
求房東讓我本月回港後支付房租，但
房東竟威脅如不立即交租，就會爆鎖
把我的財物家當也棄掉，我正找香港
朋友幫忙墊付。」
她表示，特區政府以個案緩急先

處理孕婦、老病及考生返港，像她
這類無病無痛的港人就排在返港名
單的較後位置，「我沒收到任何消
息，不知自己是第幾批人返港，也
看不到返港歸期，所以很絕望。」
她目前唯一寄望黃石早日「解
封」，「黃石已經7天沒有新增病
例，或者未等到包機，這裡已解
封，可以自行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滯留黃石逾月 老闆威脅炒魷

陳小姐陳小姐

困鄂月餘返港：回家感覺真好
首日兩包機載244人 當地政府點對點接送 防疫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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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廣濟

「歡迎大家返到香港，我們全機組人員祝大家平平安

全，健健康康！」熟悉的語言、熟悉的天空，離開香港逾

一個月，滯留湖北的244名港人昨日乘坐特區政府包機抵

達香港國際機場，隨後他們乘坐專車入住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隔離檢疫14天。返港乘客許先生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回家感覺真好，「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再過兩個禮拜太太就可以去醫

院治病了！」另一名返港乘客陳先生直指點對點接送，服務非常好，「我非常滿意，點讚！中國加

油！武漢加油！」

陳肇始陳肇始：：隔離現不適即送院隔離現不適即送院

特區政府昨日兩班包機中有十多名孕婦，懷孕36周的陳
太是其中一人，她的丈夫表示可以返港如釋重負，「口罩、消
毒水，各方面應有都有，（特區政府的）保護措施做得很好，心
情非常興奮可以回香港。」
從湖北返港的十多名孕婦昨晚隨大隊入住駿洋邨檢疫，懷孕36

周的陳太甫抵達已興奮不已，「很開心可以回港，希望抵港後盡快
做產前檢查。」她丈夫表示，政府的安排十分周到，希望太太能在
港順利分娩。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表示，醫管
局會為懷孕已經超過30周的孕婦作特別安排，她們會先入住駿洋邨
並接受病毒檢測，如果她們的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醫管局會

在下星期為她們安排產前檢查，若有陽性反應則送
院治療。至於其他懷孕較初期的孕婦，如果
無特別病徵，則一直留在駿洋邨隔離，
直至14天隔離期滿才安排產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孕婦欣喜回港
感謝周到安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滯留湖北逾一個多月的李同學，
眼見應屆文憑試開考在即，心情難免顯得焦急。他昨日在等候

登上特區政府首批包機時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談到自己的心情及感
受時就說了一句：「就是有點累。」
李同學昨晨約9時多起床準備，行李不多，只帶了一些口罩和書本，並盡量

爭取時間溫習，為即將到來的文憑試作最後衝刺。折騰多時，他終於能夠返港，
但為了照顧年老嫲嫲，李同學的爸爸決定留守武漢。

親歷天災 感慨萬千
李同學說，嫲嫲及爸爸均吩咐他，入住隔離營時需要注意衛生，做好消毒以免受到感染而

不能考試。李爸爸還指，這14天的檢疫隔離就當作閉關修煉，好好
溫習。
包機雖然原定傍晚6時半起飛，但最終延到8時許才能起飛，李

同學因此感到極為疲倦，「只想好好睡一覺。」談到未來理想，
李同學再提到自己希望到上海交通大學的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修讀金融。他說，現在上海的發展越來越快，加上上海交通大
學在金融科方面的排名為內地首屈一指，具備良好的學習平
台，更重要是自己對國家的發展充滿信心。
李同學坦言，經歷今次事件令自己成長了，最主要是

覺得生命都很寶貴，如果一次的天災降臨到身邊，說
不定身邊的人就有可能離你而去，「這方面挺感
慨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仁大內地生：希望港府記得我
滯鄂港人的處境各有不同，

歸心似箭的還包括來港求學的
內地生，就讀樹仁大學三年級
的王同學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他本想過完年就
由武漢返港讀書，但目前只能
在家度過「最長寒假」。
王同學未能成為首批政府包

機上的乘客，心中難免失落。
他說，自己在2月24日接到香
港入境處電話，已登記信息並
拿到港府給每位滯留武漢港人
的編號，然而目前仍然未知何
時可以回港。
他表示能夠理解首批包機應

讓年長者和長期病患者優先，

「永久居民身份也肯定比我們
早回香港，但是還是希望政府
能夠記得我們這些在港求學的
內地生。」王同學亦難掩擔憂
地說，「3月中旬開始就要期
中考試，成績影響未來升學，
也有可能會延期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王同學熱切期待返港。

受訪者供圖

直到昨晚10
點，香港文匯
報記者才撥通
首批回港的長
期病患阮女士
的 電 話 。 她
說，「我們要
經 過 層 層 消
毒，為了控制
人口密度，一
班從機場到隔
離營的大巴只
能坐14個人，
所 以 等 了 很
久，現在才到

達，一路上工作人員都很細心地關照我們，
完全事無巨細。」
從昨日早晨7點就開始準備回港的阮
女士表示，自己和妹妹在武漢家中一
早便穿好防護服，佩戴護目鏡、口
罩、手套等防疫用品，經專車接
送至天河機場後，便見到了

從香港接她們「回家」
的工作人員。

「見到他們真的很感動，
一路上對我們的安排和關心，讓
我很有安全感，一路上都很小心，
每一個登機環節他們都會細心地解釋，
我們也很配合，因為真的是發自內心的
感謝他們。」

營舍用品全新 特備轉換插頭
當問到隔離營環境如何時，她說「所
有的東西都是新的，被子、床墊、水
壺，除了基本生活用品，還很貼心地準
備了轉換插頭」。
本是打算回家祭拜親人的阮女士和妹

妹，已在武漢滯留超過40天，她說，離開家
鄉幾十年，從來沒有待過這麼久。「但是真
的經過這次疫情，對於回老家還是產生了一
點陰影，就算疫情過後，短時間內也不會
再回武漢。」
她說有聽聞武漢的朋友感染肺炎，

內心十分害怕和恐懼，而現在回到
香港就很安心，希望盡快度過隔
離期，令生活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蕊

回港者
感受

■阮女士拖着行李入住隔離
房，顯得相當安心。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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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派包機到湖北接載滯留的
港人回港，首班包機約下午5時抵港。

法新社

■■港府接滯鄂港人回港第一班包機到港港府接滯鄂港人回港第一班包機到港
後後，，乘坐旅遊巴士送抵火炭駿洋邨隔離乘坐旅遊巴士送抵火炭駿洋邨隔離
營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第二班港府包機車隊到達火炭第二班港府包機車隊到達火炭
駿洋邨駿洋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首日乘坐包機返港的244人中，包
括200名身處武漢的港人及44名

身處周邊約20個城市的緊急個案，他
們包括多名孕婦、患癌症需返港接受
化療和手術等醫療程序的緊急個案和
多名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

體溫量度多到唔記得
許家三口是其中一個返港家庭，許

先生表示，特區政府與武漢市政府通
力合作，使他們從武漢住所出發到入
住駿洋邨隔離單位，一路暢通無阻，
各項安全措施齊備，他笑說：「體溫
量度咗好多次，多到我都唔記得！」
他表示，整個撤離行動可謂滴水不

漏，全程都有醫護人員陪同，每位返
港人士登上任何交通工具前及進入每
一個室內建築物時，都須量度體溫，
登機前直至抵達駿洋邨全程須穿防護

服，確保不會造成交叉感染。基於防
疫考慮，機上不提供膳食，但由於路
途遙遠，兩地政府擔心他們餓，在武
漢候機室內提供了杯麵、水和零食充
飢，抵達駿洋邨後也能即刻在大堂領
到飯盒。
值得一提的是，當地政府事先已為

此次港人返港做好妥善安排，以便無
縫對接，許先生告訴記者：「日前（3
日）晚上，當地政府人員就已經和我
們小區的物業管理處說明了情況，以
便我們今天(昨日)一早順利離開。」

營舍用品全空間闊落
許先生一家回港後如釋重負，他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電話時，話筒中傳
來兒子的嬉鬧聲，許先生說話也從容
不少：「現在總算是放心了，隔離14
天後就可以陪太太去醫院，檢查她肺

部的腫塊是良性，抑或是惡性。」他
表示，一家人獲安排入住駿洋邨一間
約400呎的單位，「雖然未裝修，但基
本生活用品都齊全，有足夠的空
間。」

讀書工作將回復正常
獲通知可以乘首班包機返港的港人

還包括住在武漢市漢陽區的陳先生一
家四口，他的兒子快要應考「港澳台
聯招考試」。他對終於可以回港表示
十分高興，「始終家中有事要做、處
理，因為離開了個多月，小孩讀書，
我們要工作。」
乘搭首班包機返港的陳先生說：「當

地一位主任親自和司機開車送我到公
路，再由第二個司機點對點接送，服務
非常好，態度亦好，我非常滿意，點
讚！中國加油！武漢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統籌今次撤離行動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及入境處處長曾國衞，昨日由早忙到晚，從大清早率領約
40名政府及醫院管理局人員乘首班包機到武漢，隨即協助當地港人辦
理出境手續，以及進行防疫措施，一直忙到晚上約十時，迎難而上全
日順利把244名港人帶回家。然而他們的工作仍未結束，今日會繼續風
塵僕僕再帶另外200多名港人返港。
有消息人士透露，由於武漢是新冠肺炎的高發區，不少航空公司機

組人員也擔心中招，不願近距離接觸這班返港乘客，最後勞煩隨團的
政府人員照顧，不論是協助穿保護衣、照料他們所需，都要由政府人
員負責。
事實上，首班機昨晨10時左右抵達武漢後，特區政府人員隨即與當地
政府人員展開準備工作，在機場設置登記站，為乘包機返港的市民核對
資料，並向他們派發防疫用品包，內裡包括口罩、搓手液、雨衣，以及
一封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出的慰問信。

首日14人未能成行
聶德權總結行動時表示，首日包機返港的人數最終比政府早上公佈的

少14人，原因是有3人因為未能通過體溫檢測而未能登機，1名他們的同
行者亦因而未有返港，至於其餘10人，包括一名孕婦會改乘今日的包機
返港，另外9人則改變主意不乘包機返港。

除了不確定性，另一個難題是接駁交通失預算，例如昨日的第二班
包機原訂下午6時半起飛，當中部分人位於荊州和赤壁等偏遠的地
方，前往機場的車程較長，導致航班最終延遲了約1.5小時至晚上8時
左右才起飛。

機組保持距離 公僕貼身服務

■聶德權（右一）在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向正在等候上機的一個滯留湖
北省的香港家庭致以問候。

一路層層消毒
享受細心照顧

測體溫不合格 臨登機打回頭
昨日除了第一班包機有人因為未
能通過體溫檢測而無法登機，乘坐
第二班包機的張小姐也在第三次量
度體溫、即準備過關時被量出體溫
高達攝氏37.4度，衛生署人員雖然
再為她量體溫，溫度分別降至37.1
度及37度，未有發燒，但也未能上
機。她解釋過關時體溫較高是因為
昨日的天氣熱，而她身上所穿的衣
物又較多，「(未能上機)有一點不開

心，覺得有一點冤枉，一天之間有
體溫波動很正常。」
她之後被安排乘坐專車返回武漢市

的住所。她指自己做了血液及咽喉病
毒測試，當中血液測試呈陰性反應，
而咽喉測試就未有結果。即使最終證
實她未有受感染，她今日是否可以乘
第三或第四班包機返港仍要視乎包機
是否有空位，所以感到患得患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考生只帶書罩：
隔離正好溫習

■返港乘客在
填寫資料，踏上

歸途。
程逸飛攝

▶滯鄂港客寫下心
聲：「香港謝謝
你！」 程逸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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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548 今日出紙3疊9大張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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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陣雨 早上清涼
氣溫16-20℃ 濕度75-95%

庚子年二月十二 是日驚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