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明其道

「鑽石公主號」郵輪爆發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令一眾乘客被迫隔離，而大批受影響的

香港乘客終於可以陸續「重獲自由」。首批

106名從「鑽石公主號」返港的乘客，回港

後14天隔離期於昨晚11時59分屆滿，特區政府今日凌晨和早上安排專車接載至指

定地點解散，而身在日本的港人確診者亦相繼康復，不少人已自行回港，部分密切

接觸者亦同樣完成隔離回港。眾人均可重投正常生活，與家人親友團聚，有完成隔

離的人士直言感受到自由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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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開心！走得啦！返屋企！」
106名公主客離營 留日確診者回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一眾登上
「鑽石公主號」的香港旅客，本是放鬆心
情前往度假，卻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
發，先後經歷在船上和駿洋邨合共近1個月
的隔離生活。公主號港客許先生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直言：「無啦啦冇咗成個
月，今次當係唔好彩，百年一遇的情況都
遇到……」他透露在隔離時，只靠使用平
板電腦來打發時間，而他對親友們在這艱
難時間的支持和關懷表示感謝，預計下周
一將完成隔離，並直言自己日後會更珍惜
自由的時間，並會多陪伴家人。
許先生憶述，在滯留日本時已收到很多
親友的問候，在船上隔離期間，與朋友的

溝通更為頻密，每日至少兩個小時都是與
他們交談或互傳訊息；回到香港後，不少
人也問候「使唔使呢啲嗰啲」，以及「等
你出返嚟食餐飯」。
在駿洋邨隔離近十天，他表示有時從屋

內望向街上，不禁想出外走走。朋友們知
悉他身在駿洋邨，也不斷為他送上物資。
許先生笑言：「薯片、蝦片都食唔晒，政
府也有水果、即沖奶茶、咖啡提供，家
好似茶檔咁。」
他又分享一些有趣經歷，如有朋友帶了
罐頭、餅乾甚至希望將一隻豉油雞送給
他，但豉油雞不能送進隔離營；有朋友則
提出想送來海鮮，他只好婉拒說：「生嘅

煮唔到，熟嘅入唔到。」

「親友關心成為精神支柱」
曾有兩名朋友送上物資後，走到許先生

能從隔離單位遠眺的位置，並致電給他
說：「我哋攞咗啲嘢嚟，望出窗睇吓見唔
見到我哋」，並向駿洋邨方向揮手。許先
生笑言：「其實距離很遠，認唔到佢哋，
只係望到有啲嘢郁吓郁吓咁。」而一眾朋
友的關懷，着實令人感動。
他直言，不論在日本還是香港，隔離時
間長，令他亦不知自己已隔離了多久，所
以每日都拍一張照片，寫上是隔離的第幾
天，然後傳到通訊軟件群組中，一來是記
錄隔離的日子，二是向親友報平安。他坦
言隔離期間，親友成為他的精神支柱。
許先生憶述，最深刻的經歷是得知未能
乘搭第二班包機時，看着旅遊巴一車一車

駛走，當時仍不知會否有第三班包機，心
情非常忐忑不安。親友們則紛紛向他介紹
不同的劇集、電影等，讓他解悶。許先生
也會向他們訴說當時情況，例如上載救護
車將染疫病人送走的照片，並寫上「又有
人染病」的訊息。
隔離期即將完結，許先生回顧近個月的

隔離生活，甚感無奈，「無啦啦冇咗成個
月」，但他表示今次事件，令他感到親友
間的關係較以往密切，以往各自忙碌工作
生活，現在則多了聯絡，親友更替其繳交
電話費，「多咗一種特別嘅感覺，好感恩
有佢哋嘅支持。」
他表示完成隔離後，會調整工作時間，
多陪伴家人，「會同屋企人煮餐飯食，朋
友就可能兩三個食餐飯，唔會一大班人出
去食啦，隔離咗成個月先感染，唔好
啦。」

隔離期頻收禮 多到可開茶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逾70名「鑽石
公主號」郵輪的港人乘客早前確診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而他們已陸續康復。截至本月1日，
仍有49名確診港人在日本留醫，25人則在接
受治療後痊癒並獲准出院，當中14人已返
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若確
診者已完成治療，且出院時病毒測試呈陰性，
一般而言可自行回家，但他們到達港口衛生科
時仍要接受健康評估。

同行者檢疫期滿則自由
陳肇始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入境處及

衛生署均有派員探訪及了解在日本確診港
人的情況，若確診患者已經完成治療，出
院時病毒測試呈陰性，一般而言他們可自
行回家，而到港口衛生科時亦要評估健康
狀況，如沒有特別情況便不必隔離檢疫。
至於患者的密切接觸者，若已在日本完

成檢疫，回港後同樣需要接受港口衛生科
評估；若然有關人士離船後起計算仍未足
夠14天，回港後則仍要繼續接受檢疫，直
至14天檢疫期屆滿。陳肇始續說，非確診
者或密切接觸者的人士，相信部分人已返
港，亦有部分人仍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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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表示，共有225名「鑽石公主號」乘客
在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接受隔離，首批108

名返港隔離人士至昨晚11時59分，已完結14天
檢疫期，當中除了兩名確診患者正留院治療外，
其餘106人今日凌晨和早上由專車接載至指定地
點解散，其餘約100人，大部分於今日午夜至星
期六午夜亦完成檢疫。

回家首件事：睡自己的床
首批完成隔離的胡女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電
話訪問時，記者在電話旁也能感受到她的興奮情
緒。她除有不少笑聲外，音調亦不自覺提高：
「梗係好開心啦！走得啦喎！」
她指出，雖然在隔離期間，親友都會經常致電
溝通，但始終不是面對面的接觸，直言感覺「差
好遠」。在「鑽石公主號」隔離14天，又在駿洋
邨隔離14天，其間自己一直「自我安慰」當作是
度過了一個悠長假期，但直言，「心底入面知
道，邊個想困喺一個幾百呎嘅空間吖」。
胡女士說，離開檢疫中心後，首件事是回家在
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一覺，之後會約親友見面。回
顧這一個月的難忘經歷，又直言：「終於感受到
自由的可貴，會珍惜自己擁有的，及時行樂！」

除了駿洋邨檢疫中心內逾百名隔離人士「重獲
自由」外，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港人確診者亦
相繼康復回港，莊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早前確診
感染，在岡崎醫院留醫12天後，與同樣染疫的丈
夫在沒有藥物治療下自行痊癒，最近兩次檢驗結果
都呈陰性，並訂了機票昨日返港，直言「心情非常
開心，終於可以離開日本，可以回香港了」。

日本回港需家居觀察14天
她昨與丈夫出院時，本港入境事務處數名人員

到場協助，送他們到機場，入境處人員通知她回
港後要醫學監察14天，毋須強制檢疫。
至於陳氏一家則要再等待才可一家團聚。陳先生

的父母是「鑽石公主號」乘客，其中陳父確診感染
新冠肺炎，而陳母因是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擔心
雙親的陳先生，上周一便獨自飛赴東京，等候母親
完成10天隔離後，兩母子昨日終於可以一起離開，
但陳父仍要在日本留醫。
陳先生表示：「看到媽媽的表情就覺得放下心

頭大石，因為見到自己家人，亦都知道要回來香
港；爸爸雖然很樂觀，但仍有點不開心，因為他
都想快點回港團聚，但他也知道不能夠急，需要
時間康復。」

■■許先生獲朋友送上的生活物資許先生獲朋友送上的生活物資。。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鑽石公主鑽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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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隔離後離開駿洋邨的市民在大圍站下車回家完成隔離後離開駿洋邨的市民在大圍站下車回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滯留武漢和湖北的首批港人終於回家
了。特區政府昨日派出的首批兩架包機
返港過程順利，安排有條不紊，防疫措
施嚴密，實現無縫對接，體現了中央政
府和有關地方政府對港人的關懷照顧，
顯示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港人安全和健
康。由於仍有大批分散在湖北各處的港
人急待返港，特區政府須與當地密切協
商，盡快再安排包機接載，並在這段時
間做好物資供應和情緒安撫。

湖北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3,000多滯留當地的港人，能否盡早安全
返港牽動着港人的心。昨日首批包機接
返孕婦、兒童、病患以及應屆文憑試考
生等，體現特區政府急民所急，不少港
人抵港後都表示十分高興和感恩。

今次包機從湖北接返港人，較之早前
從日本接返「鑽石公主號」港人的情況
複雜得多，困難也大得多，當中面臨接
返人數多、人員分散、交通受阻、防疫
要求更高等問題。為確保包機接返過程
不發生交叉感染，今次防疫措施前所未
有的嚴格。滯鄂港人抵港前至少經5次體
溫檢測，確認沒有任何病徵，體溫符合
要求後才可登機；在機上需全程穿上保
護衣，全程不提供膳食；落機前會再次
量度體溫，在到達香港機場後，立即乘
坐專車到檢疫中心進行14天的檢疫，做
到接返全程防疫「零疏漏」。

特區政府全力以赴，同時得到湖北省
政府大力配合，首兩班包機順利完成，
開了好頭。要做到包機接返萬無一失，

特區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入境處
處長曾國衞親率40名政府及醫院管理局
人員到武漢，為乘坐包機的港人提供服
務；湖北省則為港人赴機場提供專車，
分派口罩和保護衣等防護物資，體現疫
情下兩地血濃於水的同胞親情。

由於滯留湖北的港人數目眾多，昨天
和今天首批約 533 人回港後，仍有至少
2,000多港人等候返港。但這些港人分佈
湖北各地，個別更身處偏遠地區，而當
地仍然採取嚴格的封路措施，難度較安
排武漢周邊的港人返港大得多。但辦法
總比困難多，特區政府完成首批包機
後，應該盡快總結經驗，盡快與湖北省
政府商討後續安排，既要考慮當地的實
際情況，也要根據本港的檢疫設施和醫
療系統的承載力，以先易後難、緩急有
度為原則，陸續安排港人返港。

在未能全部接返滯鄂港人前，特區政
府需持續加強與滯鄂港人的聯絡，為他
們排憂解難，了解他們的生活、健康需
要，給予更多支援。尤其是眼見首批港
人順利返港，滯留者難免焦慮，特區政
府應做好解釋溝通，提供適切的情緒支
援。湖北省相關部門和本港建制政黨、
社團組織亦可以繼續積極施予援手，確
保盡快、優先解決滯鄂港人的生活需
要，包括以快遞方式滿足藥物等需求。
疫情雖無情，人間總有愛，在政府、民
間共同合作下，滯鄂港人完全可以有信
心渡過難關。

滯鄂港人喜回家 兩地合作續施援
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通力合作，接返武漢港人

的首兩班包機順利抵港，所有回港者立即被送往
火炭駿洋邨接受隔離檢疫。接返滯鄂港人彰顯人
道，順應民意，顯示中央和特區政府關心、照顧
每一位港人。 但「泛民」泛暴喉舌《蘋果日報》
昨日頭版報道竟公然造謠，指稱返港的滯鄂港人
有10%恐帶病毒，暗指可能引發社區爆發危機。
這種說法誇大其辭、危言聳聽，既歧視滯鄂港
人，更為挑撥港人之間、香港和內地的矛盾，明
顯想借疫症掀政爭。這和反對派早前叫囂對內地
「全面封關」如出一轍，視內地如洪水猛獸；但
如今對歐美疫情高危，「泛民」泛暴視而不見、
隻字不提。防疫不以人為本、不以生命為重，反
而立場先行，持「雙重標準」，充分暴露《蘋果
日報》和「泛民」泛暴政治上腦，泯滅良知。

香港「泛民」泛暴大佬兼金主黎智英旗下的
《蘋果日報》，一向以不擇手段製造矛盾、撕裂
社會為能事，因此被市民稱為「毒果」。此次面
對政府千辛萬苦用包機接載滯鄂港人回家，「毒
果」又再播毒，聲稱滯鄂港人有10%恐帶病毒，
暗示這些港人猶如「高危病毒」。其實，港大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按照湖北省和
武漢市的感染人口比例，推算首批返港的滯鄂港
人中有1%-5%即5至25人可能染病；中大呼吸系
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表示，被接回港的滯鄂港
人情況如「鑽石公主號」郵輪返港乘客一樣，在
離開當地時可能正處於潛伏期，回港後才發病，
隔離檢疫14日是穩妥做法。政府正是基於專家意
見，作出了周全的安排和防護措施。對這一點，
《蘋果日報》為何無視檢疫隔離措施，反而要大
肆渲染成高危呢？除了要把返港的滯鄂港人標籤
為「病毒」、挑起被誤導港人的反感討厭乃至憎

恨外，實在想不到更恰當的理由。
接返「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港人之前，何栢良

曾估計，「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感染率達25%；
香港醫學會則表示，在空間有限的船上，病毒感
染率是武漢的數十倍，當時船上累積確診個案多
達350多宗。「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港人的染病
率，顯然遠遠高過滯鄂港人，未見「毒果」指稱
返港的「鑽石公主號」港人是高危者。厚此薄
彼，足見「毒果」別有用心。

用有色眼鏡看待內地，無所不用其極抹黑內
地，是包括「毒果」在內的「泛民」泛暴的慣用
伎倆。新冠肺炎疫症在內地肆虐時，反對派大肆
要求對內地「全面封關」，甚至煽動醫護罷工作
為要挾。這種不尊重科學、損民利益的政治操
作，不得人心，草草收場。近日世衛點名讚揚香
港雖無全面封關，仍能有效應對疫情，值得借
鑒。這不啻刮了「全面封關」鼓吹者一記響亮耳
光。

現在，內地和本港的疫情趨於平穩，相反歐美
疫情加劇。美國已確診120宗病例，死亡人數達
到9人，疫情延至13州。即便如此，美國依舊沒
有推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極可能導致社區感染、
推高死亡率。《蘋果日報》和本港「泛民」泛暴
敢提出向美國「全面封關」，敢強烈要求把美國
視為「疫區」、禁止所有由美國來港的非本港居
民入境？

美國《時代》雜誌日前刊出一篇題為《冠狀病
毒暴露了香港抗議活動醜陋的一面》，揭露本港
反對派將抗疫政治化的醜態。《蘋果日報》和
「泛民」泛暴不妨對號入座，看看自己的言行有
多令人厭惡，連《時代》雜誌也看不過眼，不吐
不快。

防疫「雙標」煽仇恨 「泛民」泛暴泯滅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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