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疫情影響，香港封

閉部分通關口岸後，對

部分滯留內地或在內地

長期居住的港人帶來不

便，尤其部分長者要定期從香港醫院取藥。針對這一情況，香港

工聯會日前開展義務協助受疫情影響而滯留內地港人的寄藥行

動。行動開展至今，工聯會已累計接獲1,500多名市民致電登

記，其中首批登記的174名受助者所需藥品，已於2月27日交

由工聯會寄出，陸續到達受助者手中，有人僅3天即收到藥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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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急民所急 寄藥3天送到
累計逾1500人登記 首批174受助者藥品已寄出

《時代》雜誌無疑是一個知名媒體，「河童」
黃之鋒多次投書《時代》，該雜誌也給版面讓他
在國際上出風頭，2014 年「佔中」期間，《時
代》更將黃之鋒放上封面。不過，奇怪的是，日
前黃之鋒竟然「反面」向《時代》開火。有傳媒
老友對自明笑道：「黃之鋒連『恩人』都反面，
是因為《時代》最近有篇的文章講真話，撕下香
港反對派借防疫搞政治的畫皮，黃之鋒擔心從此
無人再願意受他們誤導。只是，黃之鋒越死撐，

越欲蓋彌彰，更加證明反對派將抗疫政治化，真
是不知醜字點寫。」

《時代》2月19日刊出一篇發自香港的特稿，題
目叫《冠狀病毒暴露了香港抗議活動醜陋的一
面》。該篇特稿關注疫情發生後的香港動態，追訪
反對派以「全面封關」的藉口發起的黑醫護罷工、
暴徒炸彈襲擊、暴力遊行、鼓吹黃色經濟圈等一系
列搞作。報道不但訪問抗爭者、罷工醫護與市民，
也專訪了林和立、何栢良、塔拉．柯克（Tara
Kirk Sell）等香港問題專家、公共衛生專家。報道
得出的結論，這是一場由香港反對派用「抗疫」來
包裝「仇視中國、反對中國」的政治性社會運動。

黃之鋒不是新聞主角，卻在文章刊出翌日急不
及待在社交平台點名批評，指文章是「明顯抱有
成見的奇文」，並質疑記者「閉門造車」，「並
未離開《時代》雜誌在太古坊的辦公室，對香港
實際社區的情況並不了解。」

老友指出：「《時代》的報道都無踩到黃之鋒
條尾，黃之鋒卻『積極搭訕』，甚至不惜損害雙
方惺惺相惜的默契關係，發洩暗諷《時代》『外
國的月亮從來不是特別圓』。講到底，這是因為
《時代》的報道擊中反對派的死穴，講出香港一
連串圍繞『全面封關』的爭議，根本是反對派處
心積慮之作。」

老友續指：「此次抗疫，反對派將政治議題包
藏在『防疫封關』、『口罩荒』、『接回滯外港
人』等衛生議題中，抹黑特區政府『無視港人生
死』，抹黑內地居民與新來港者是『播毒者』，
利用港人對疫症的恐慌情緒，煽動仇視特區政
府、中央政府。」

「疫情當頭，社會本應團結抗疫，不能因政治光
譜不同而干擾抗疫。但現實是，當建制派默默在社
區派漂白水、口罩等抗疫用品時，為接返滯留外地
港人奔走時，標榜『港人自救』的反對派，卻集中

火力在網上造謠，鼓動民眾到檢疫中心、指定診所
進行「多點開花」的示威、破壞。這一點，全港市
民、任何有良知的媒體都看得到，黃之鋒鬧《時
代》『閉門造車』，正好說明他『選擇性失明』，
只講政爭、毫無良心。」老友笑稱。

老友又指：「反對派的所作所為，並非出於防疫
考慮，而是為了割裂內地與香港關係，是基於政治
考慮而做出的政治操作，抗疫效果如何，他們才不
關心；抗議效果如何，有無令香港亂上加亂，才是
黃之鋒之流最在乎的。《時代》雜誌的報道，撕下
了他與反對派的畫皮，道出所謂『抗疫封關』，實
質上就是『抗議反
中』，這就壞了黃
之鋒、反對派的好
事。難怪黃之鋒氣
急敗壞要反咬《時
代》啦。」

黃之鋒向《時代》開火 欲蓋彌彰露出畫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到露宿者行動委員會的服務中
心，向他們派發早前黃廷方慈善基金捐贈予
政府的口罩及一些防疫用品。她讚揚行動委
員會的主席雪姐是有心人，多年來默默為露
宿者服務，令人敬佩，「在全城抗疫之際，
請大家都多關心弱勢社群。」

視察康美樓確診個案單位
林鄭月娥昨日還到青衣長康邨，視察早前有

不同樓層單位住客確診新冠肺炎的康美樓，在
大廈外圍視察出現確診個案的單位及其排污渠
管系統，並與參與跟進工作的房屋署、民政事
務總署和警務人員見面，感謝他們為保障市民
健康不眠不休工作，而看見大家攜手積極應
對，她有信心香港定能戰勝疫情。
她到康美樓地下大堂與大廈保安員和清潔

工人交談時，感謝大家在這關鍵時期盡心盡
力服務，並表示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已
預留款項，為清潔工友及保安人員等提供每
月1,000元津貼，為期不少於4個月，協助他
們加強個人和環境衛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宣佈將為18歲或以上的香港
永久居民派發一萬元，不少市民希望紓
困措施能盡快到位。民建聯昨日約見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建議政府優先為122萬
正在領取政府津貼的居民派錢，並建議
參考澳門做法，成立市民中央資料庫，
方便日後再次派錢及公佈政府資訊。

李慧琼：可減時間行政開支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與陳茂波會面後
表示，派錢要「簡單派、盡快派」，希
望要汲取派4,000元的經驗，參考澳門經
驗成立中央資料庫，收集市民的銀行戶
口等基本資料，倘日後再派錢、派口
罩、公佈信息等，都可以縮減所需時間
和行政開支。

葛珮帆：與民分享財政成果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補充，以往收集個
人資料只能作一次性用途，令政策「非
常費時」，長遠而言政府應成立相關資
料庫，與市民分享財政成果。至於政府
收集資料是否涉及個人隱私問題，李慧
琼表示，是否向政府提供個人資料，可
由市民自行決定。

陳克勤：可以加快 都會嘗試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曾

建議將派錢一萬元從財政預算案中抽
出，以加快審議速度，他表示，得知此
做法無法加快派錢速度，亦不再堅持，
但強調只要是能讓市民盡快拿到一萬元
的方法，都會嘗試。

柯創盛籲政府加強宣傳
柯創盛則透露，得知特區政府將通過

郵政局收發申請表格及發放支票，建議
政府加強宣傳、提早打印足夠數量的表
格、增加領取表格的地點，並對前線職

員提供指引。

周浩鼎：泛暴勿政治綁架民生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泛暴派立

法會議員已聲言將在審議預算案時針對
警方增加開支拉布，可能會令預算案延
遲通過，他嚴正呼籲泛暴派不要政治綁
架民生，不要讓市民利益再受損。

陳恒鑌：「轉數快」不加快領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表示，特

區政府已向他澄清，使用「轉數快」不
會加快領取一萬元，而網上銀行用戶，
可直接在網上銀行填表申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經民聯
就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與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會面，建議政府簡化申請程
序、支援貿易和製造業，同時要照顧需
要往返兩地工作的人，在保障安全的情
況下，豁免其14天的強制隔離。

盧偉國籲基金「大細都幫」

經民聯立法會黨團成員昨日約見張建
宗。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會後表示，很多
行業因疫情受嚴重影響，抗疫救市「急
如星火」，因此經濟補助手續宜簡單便
捷，讓支援金能盡早到位。
他直言，如今賓館和酒店業是「幫細唔
幫大」，建造業界則是「幫大唔幫細」，
呼籲抗疫基金要「大細都幫」，他亦建議
政府考慮為資助金額設定上限，否則大集
團可能會取得基金中大部分援助。

林健鋒促關注內地工作港人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則強調，貿易及

製造業在「第一線」支撐着香港經濟，
為香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對經濟復甦
作用巨大，但「防疫抗疫基金」未對貿
易和製造業提供直接幫助，建議政府對

基金加碼、調整資助範圍，幫助垂死的
貿易和製造商。
他並促請特區政府關注在內地設廠或

工作的港人，其中不乏要經常往返內地
工作的法人代表，他們需要經常蓋章、
印手指模以維持企業運營，希望政府考
慮在安全前提下，豁免這些人士的14天
強制檢疫。

梁美芬倡啟用學童「全港2蚊搭」
經民聯副主席梁美芬則希望特區政府

能為滯留在內地的港人提供援助，補貼
其住宿及日常生活開支，並建議政府應
增聘人手，設立點對點支援滯留內地港
人的個案主任。她亦建議啟用疫情期間
全港學童「全港2蚊搭」計劃，及為需要
上網課的學生提供平板電腦。

石禮謙要求港鐵減價
經民聯秘書長石禮謙則提醒張建宗，

「保就業」比「撐企業」更重要，並要
求港鐵減價，與社會同舟共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疫情造成人心惶惶，有人
更已出現情緒問題。全港社區
抗疫連線今日（5日）開始推
出 心 理 輔 導 熱 線 ： 6773
0564，市民可致電或通過
WhatsApp進行查詢，由臨床
心理學家在線解答問題，倘有
需要會再轉介至專業醫生團隊
進行義診。組織同時亦與浸大
中醫藥學院合作，為65歲或
以上長者送上5,000份中醫藥
保氣湯包，幫助大家增強免疫
力，做好防疫工作。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

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表示，組織近期
收到很多市民求助，不少家長因為疫
情及子女延遲開學而受到情緒困擾，
希望能提供一些心理輔導服務。組織
因此推出心理輔導熱線，稍後亦會推
出網上直播，為大家排憂解難。
參與熱線服務的精神科專科醫生林

美玲指，大家面對疫症難免會有擔
心、恐懼，進而形成不必要的恐慌，
正正需要一些心理輔導。她認為，熱
線服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活動，已有
不少熱心的心理學家表示會提供支
援。相信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會通過廣
泛的社區網絡，接觸更多有需要的
人，擔當很好的中介角色。
據了解，全港社區抗疫連線今次特

聘了一批具有相關資格的義工處理市

民來電，同時會有精神科專科醫生為
義工進行培訓，讓他們能了解及記錄
求助者的情況，如有需要，會由臨床
心理學家進行電話輔導，若情況嚴重
者，則會轉介至專業醫生團隊進行義
診。

高永文：防範外地輸入個案
出席傳媒聚會的食物及衛生局前局

長高永文談及現時疫症情況，他認為
過去兩三周確診病例數目減少，而新
增者主要來自兩大源頭，即「北角佛
堂」及「公主號」，只要跟蹤源頭及
隔離工作處理妥當，相信本港的疫情
將會漸趨穩定。他續指，因應世界各
地都有疫情出現，香港亦要多加注意
輸入個案，直到28天內完全沒有新增
個案才算完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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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彬(中)指，收到市民求助，冀全港社區抗
疫連線能提供心理輔導。左二為高永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首探露宿者派防疫品民記倡設中央資料庫方便派錢

經民聯倡防疫基金加碼助貿易

■盧偉國、林健鋒等就「抗疫防疫基
金」會晤政務司司長，會後與傳媒分享
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建聯與財政司司長會面商討派發一萬元安排，會後見傳媒簡介會面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據工聯會廣州中心主任邵建波介紹，工聯會
開展寄藥行動後，截至目前已累計接獲

1,500多位民眾致電登記，其中首批登記的174
名港人所需藥品於2月27日統一寄出，在工聯會
東莞中心轉運後，部分民眾回電工聯會表示已收
到藥品。

首批受助者由29個月至90歲
首批受助者年齡由29個月至90歲不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幾位已收到寄送藥品的

在穗長者，他們指本次收到的藥品均夠用3個
月以上。退休後便長居廣州的方開耀表示，香
港「控關」前原本每月要返回香港一次，在醫
院例行檢查身體並領取藥物。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後，「控關」加上14天的隔離要求，因而無
法如期往返香港。

後來，他通過朋友了解到工聯會的寄藥行動
後，由工聯會官網公佈的電話聯繫到相關人
員。2月27日他讓身處香港的女兒在醫院取藥
後交由工聯會員工統一寄送，3月1日即收到藥
品。
另一位在穗長者譚女士也表示，香港「控

關」後，其在香港居住的親友已幫她取到夠用3
個月的藥品，但自行聯繫了多家快遞公司均表
示暫時無法提供香港到內地的寄送服務。在2
月22日通過民建聯知曉工聯會的寄藥行動後，
立即致電諮詢相關情況，第二天即收到工聯會
反饋登記信息。
3月2日，譚女士收到由工聯會東莞中心用順
豐轉寄來的藥品，她對工聯會提供的幫助和辦事
效率表示由衷感謝，並稱快遞費用也均已免除。
據了解，工聯會已收到第二批300多位港人提

交的藥物，並已在安排快遞寄送。另有310名在
港無親友的港人由工聯會協助到醫院管理局取
藥，再送抵內地交給在當地居住的港人。

■工聯會開展寄送藥品行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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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到露宿者行動委員會的服務
中心派口罩等防疫用品。 林鄭月娥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