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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3月4日和5日安排首批包機，接載469名滯留湖北的港

人返港，安排他們到火炭駿洋邨檢疫14天。醫院管理局在這批港人返港

前作好準備，1天內便組成「七網聯軍」的「駿洋小隊」，並在3天內在

邨內設立「檢疫前線指揮部」，讓「駿洋小隊」進駐，為回港人士抽取血

液和鼻液樣本化驗。除一人隔離期間確診外，其餘468人前日及昨日完成

檢疫陸續離開，「駿洋小隊」工作暫告一段落。有隊員分享今次「小勝」

經驗，認為在於三個「心」──齊心：七網聯職員為同一目標快速團結；

細心：醫管局對防感染措施考慮完善；真心：對隔離者真誠以對建立信

任，最後換來隔離者和社會的安心。

齊心細心真心 駿洋小隊小勝
469滯鄂港人回港檢疫 僅一人隔離期間確診

首批入住駿洋邨接受檢疫14天的是200
多名「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旅客，

當時抽取樣本化驗工作交由香港大學負責；
惟本月初湖北返港的港人達469名，政府轉
交醫管局負責相關工作，局方只有很短時間
作出準備。
負責統籌整個任務的醫管局總護士長梁明
直言，任務最困難是「同時間競賽」，幸前
線醫護很有使命感，數小時內就收到逾百名
護士、抽血員自願報名，一支由7個聯網醫
護組成的32人「駿洋小隊」1天內誕生。

來自7聯網 互補不足
小隊成員之一的瑪麗醫院護士謝依鳳表
示，自己聽到招募消息，就第一時間舉手參

加，「經理當時都驚訝，問我你唔使再諗
吓？唔使問吓屋企人？我仍然一口答應。」
她解釋，自己2003年沙士期間在前線工
作，自己和身邊同事也沒有被感染，故認為
只要做好防感染措施就「無咩好怕」，並希
望能將自己在沙士時所學到的，傳遞予新一
代醫護。
另一小隊成員、伊利沙伯醫院護士鍾芷琪

則說：「7個聯網醫護，仲要喺陌生嘅環
境，我最初都好擔心大家夾唔嚟，但原來大
家有common goal（共同目標），就可以磨
合得好快。來自不同聯網反而有好處，大家
各有專長，互補不足。」
一眾小隊成員均表示，他們的共同目標是

做好抽樣本工作，為社區防疫出一分力。他

們又指大部分隔離者都很配合，但仍有少部
分較抗拒，尤其是長者和小孩，而他們靠一
顆「真心」與隔離者溝通。小隊成員、屯門
醫院抽血員張毓琳憶述：「我記得有個伯伯
問我點解仲要抽血？佢話都過咗咁多日，要
病就一早病咗啦！我哋只可以慢慢說服佢，
同佢建立信任，我哋最後同伯伯友好到佢話
要畀個電話我哋，日後去武漢，佢全包。」

貼紙誘細路抽血 獲贈心意卡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護士梁俊傑
則運用自己在兒童醫院的經驗，以小貼紙
「利誘」小朋友抽血：「其實小小嘅貼紙點
可以『收買』到家嘅小朋友，但佢哋會知
你係咪真誠對佢。」最後有一名小朋友更自
製一張心意卡送給小隊。
除前線齊心一致，醫管局的細心亦是任務

順利完成的關鍵。醫管局首席護士長唐華根
指出，局方雖在短短3日設立「檢疫前線指
揮部」和多個「抽血站」，但對防感染措施

考慮卻絕不馬虎，由於駿洋邨是公屋單位，
沒有負壓設施，故局方利用單位設計營造相
關效果，如將兩個相對單位門窗打開，加強
空氣對流。
唐華根續說，局方每日都會與小隊溝通，

詢問成員有什麼要求：「醫管局總部每晚都
有一張檢討報告，每日都會改善。」唐補
充，其中一名隔離者確診，原以為會影響小
隊士氣，但結果「佢哋話局方做得好好，相
信我哋。」

「洋漢港鐵口水抹扶
手」視頻一出，激嬲大量
網民，痛斥他拍「播毒」
的嘔心短片是「腦殘」，
更建議將他列入黑名單驅

逐出境，並質疑他是否「道句歉就可以了
事？」本來這件事只是疫情中一齣鬧劇，但

也觸發藍黃陣營網民罵戰，有「黃絲」為洋
漢解圍，揚言現在是「打國際牌」，別將矛
頭對準「國際友人」。「藍絲」則批評「黃
絲」見洋人就「失聲」，是崇洋媚外。
網民owljack說 ：「捉到後應該罰款並

監禁三個月，出來後馬上列入黑名單並驅
逐出境，以後禁止進入中國。」網民ES

則指片中主角：「害人害物，最好把新冠
病毒打在他身上，讓他好好承受疫情災
害！腦殘！」網民Dean稱 ：「唔通呢種
就係暴徒最崇拜嘅外國人素養，失敬！」
有「黃絲」則為事主辯護，指外國人未經

歷過沙士不應責怪，又聲稱大家應該打國際
戰線，而且很多歐洲國家之前都stand with
hk，不應針對外國人，有人更借題發揮質疑
港鐵報警是小題大作：「報警報啲乜？日日

大把廢老污糟過佢啦！」甚至讚賞事主的行
為：「死唔死都冇所謂，攬炒環節。」
有網民則狠批「黃絲」偏頗，Steve
Tong稱：「如果呢個人係內地人或者係
大媽，肯定過百留言插爆。」網民Timmy
更揶揄「黃絲」：「快去摸(口水)啦，咪
執輸。」也有網民稱「原來人哋崇拜外國
人會用口水同條扶手消毒架（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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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庇玩口水洋漢「藍」斥崇洋媚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冠
肺炎肆虐，全港同心抗疫，市民外出乘搭
交通工具都戴口罩和做足自保措施，而港
鐵等人多交通工具更被視為高危地方，有
外籍男子在地鐵車廂卻故意向扶手塗抹口
水「播毒」，有關短片前日在網上瘋傳，
引發全城播毒驚魂，網民群起怒斥洋漢缺
德，港鐵亦發出強烈譴責和報警處理。片
中主角得知惹民憤，急急再發短片「補
鑊」自稱是惡作劇，證明他有消毒液搓手
及抹淨扶手，又在社交平台公開向市民道
歉，承認拿全球大流行的疫情開玩笑實屬
不當，而警方正跟進事件。

港鐵強烈譴責 報警處理
由網上瘋傳的第一段疑似「播毒」短片

可見，片中一名戴口罩、身穿牛仔褲和黑
色背心外套地外籍男子，站於近車門位置
若無其事的先將右手放在面部的口罩上，
再兩頭張望一會後，將口罩拉至下巴位置
扮作搔癢，其後又將食指放入口內沾上口
水，繼而在扶手上來回擦拭，其後才將口
罩戴好。其間一名坐在旁邊的本地女乘
客，因全程低頭玩手機，並未察覺。
有關短片前日在網上瘋傳，隨即引起網

民極大反響，紛紛指責該名外籍男子的劣

行。港鐵亦發表聲明指對罔顧公共衛生的行
為予以強烈譴責。又批評對方無視公德的行
為與香港社會全城抗疫的決心背道而馳，並
已就事件報警處理。又呼籲乘客顧己及人，
注意自己個人衛生的同時，亦應顧及他人，
不要做出有可能傳播病毒的行為。
直到前晚深夜，再有另一段顯示片中該

名外籍男子有用疑似消毒液搓手及抹淨扶
手的短片上載到網上流傳，一名自稱是涉
事的外籍男子Joel Werner更在網上社交
平台帖文，公開向全港市民道歉，稱已就
事件致電香港警方及港鐵公司解釋，原意
只是拍攝惡搞短片並私下發予幾位朋友，

他對短片為大家帶來的困擾和傷害致歉。
Joel Werner又承認自己輕視疫情嚴重

性，不應該拿一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來開玩
笑。他強調在拍攝該短片的前後，都有用酒
精消毒液潔淨雙手，拍攝完畢後也有用酒精
消毒液抹淨扶手柱。對於事件為港鐵乘客帶
來任何不安和傷害並非他的原意。警方則表
示仍在跟進事件，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聶
曉輝）全
球口罩供
應持續緊
張，特區
政府早前
宣佈將各
界捐贈給政府的口罩全數轉贈非政府
機構，派發給長者和弱勢社群。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見圖）昨
日將口罩轉贈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讓
協會派發予有需要的長者、基層家
庭、新來港人士等。
聶德權並探訪了深水埗區3戶家

庭，包括獨居長者和兩戶新來港家
庭，了解疫情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並向他們送贈口罩、酒精搓手液和
清潔用品，並向他們講述防疫健康
資訊。聶德權表示，社會各界互相
支持是同心抗疫的重要一環，特區
政府會繼續在「迅速應變」、「嚴
陣以待」和「公開透明」三大原則
下，做好防控防疫工作，並呼籲社
會不分背景、種族，大家團結一
致，時刻保持個人衛生，盡量減少
社交接觸，避免不必要的外遊，同
心協力戰勝這場「抗疫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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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排為「駿洋小隊」成
員，左起：謝依鳳、蔡詩棋、
鍾芷琪、張毓琳、梁俊傑。前
左為梁明、右為唐華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駿洋小
隊成員工
作時小心
翼翼。
醫局供圖

昨日本港新增1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大部分都有外
遊史，其中3宗新增個案無外遊記錄，可能在本地健身房
運動或在蘭桂坊聚會時感染。大批海外留學生和外遊人士
返港，本港疫症輸入性風險越來越大，特區政府應該果斷
拒絕除內地、澳門、台灣以外的其他國籍人士入境，以免
本港淪為「避疫天堂」，同時採取更嚴格的口岸檢疫，增
設更多檢疫中心，並且要求酒吧、健身中心等非售賣必需
品商戶停業，要求市民減少社交聚集，將疫情社區爆發遏
止於萌芽狀態。這些措施，不要再「研究」，要當機立斷
馬上做、今天就做。

新冠肺炎在歐美大爆發，歐洲成為疫情最嚴重地區。本
港數以萬計在歐美的留學生、移民緊急回港，對本港的防
疫形成巨大壓力。香港入境處數據顯示，3月17日以來，
每天的入境數字都超過萬人。本港的疫情本已趨向穩定，
但過去兩天新增感染病例達到雙位數，確診者大部分都有
外遊記錄，防範病毒由外國輸入、避免疫情惡化迫在眉
睫。

全球多國因為防疫而實施「全面封關」，小部分國家甚
至禁止本國居民入境。澳門宣佈自18日零時起，禁止除
內地、港台以外的其他國籍人士入境，但本港至今仍未採
取「全面封關」。本港的疫情較之歐美平穩得多，而且本
港的公共醫療服務更完善，不少人士擔心，如果任由外國
人入境，香港難免成為「避疫天堂」，最壞情況導致社區
大爆發，引發本港公共醫療崩潰。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現時已有逾40個國家和地區落實
拒絕非居民入境措施，認為香港應盡早拒絕所有非香港居
民入境。香港防範輸入性疫情不容遲疑，而阻擊的最佳方
式就是「封堵」，特區政府應該禁止除內地、澳門、台灣
以外的其他國籍人士入境，不能再有絲毫猶豫。

至於大批本港留學生和港人持續回港，對機場口岸檢疫
提出重大挑戰，措施是否嚴謹得當，關乎本港能否保住過
去兩個多月的防疫努力。內地防疫權威、國家衛健委高級

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提醒，現時國外多數國家處於疫情第
一波階段，其特點是傳染性非常強，而且沒有症狀時就具
有傳染性。因此對海外返港人士的入境檢疫排查，更要嚴
謹仔細，盡最大努力做到萬無一失。

目前，內地北京、天津以及江蘇等省市口岸，要求所有
抵埠旅客（包括內地及港澳台居民），必須集中隔離14天。
北京首都機場要求入境者到達機場後，要經三次測體溫，
初步篩查無症狀者，集中送往中轉檢疫地，再填寫家庭住
址、身體健康狀況等表格，由工作人員告知集中隔離相關
政策和注意事項，然後才安排前往隔離點。觀乎本港，入
境者在機場只需測一次體溫，填好檢疫表格，領取政府派
發的檢疫電子手帶及資料包，就可自行到家居隔離地點。
與內地相比，本港的入境檢疫寬鬆得多，也沒有採取嚴格
的集中隔離，家庭傳播和引發社區傳播的風險也大得多。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已有十多間本港酒店願
意讓需強制隔離的人士入住，能提供過千間房間，建議政府
可以與酒店合作。海外返港人士家居隔離始終風險大，集中
隔離才是最理想的方法。湖北、「鑽石公主號」返港的市民
均入住檢疫中心。增建檢疫中心，提高防疫效果，政府必須
當機立斷，坐言起行，不能再議而不決。

近日本港新增感染病例上升，還與有市民外出消遣有
關，反映市民的防疫意識有所鬆懈，心存僥倖，令防疫出
現危機。早前北角佛堂社區爆發的例子殷鑑不遠，本港防
疫還未到「飲杯慶祝」的時候。停止社交接觸，是阻止散播
病毒的有效方法。目前歐洲大部分國家要求所有餐館、酒
吧、娛樂設施及非售賣食物的商舖全部關閉。法國總統馬
克龍要求市民待在家中，德國政府總理默克爾呼籲市民合
作， 連被指「佛系抗疫」的英國首相約翰遜也要求國民避
免不必要的外出及停止聚會。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措
施。特區政府也要落實更嚴格的限制人群聚集措施，市民
更要理解配合，共同遏止社區傳播，勿讓來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持續向好形勢發生逆轉。

最嚴防疫今天就做 遏社區爆發於萌芽
本報早前報道東區醫院有前線

醫護投訴，發現口罩等防護裝備
存量不正常下降，懷疑有當值護
士偷竊。院方前日表示已接獲投
訴並報警處理。疫情嚴峻，泛暴
派政棍早前煽動醫護罷工，藉口
就是醫療物資不足、防護保障不
夠。東區醫院有「醫護老鼠」卻
遲遲未受處分，顯然有人透過偷
物資刻意製造「醫護物資荒」攻
擊政府，更暴露「醫護老鼠」、
黑暴支持者失去常性，不講人
道，只求亂港。特區政府必須堅
持一手抓防疫、一手反黑暴，廣
大市民更要認清堅決反黑暴、反
醫暴的必要性，不容變相暴力攬
炒香港。

2 月初的「醫護罷工」要求政
府「全面封關」，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防護裝備不足。東區醫院有
前線醫護揭發，有當值護士偷走
酒精、抹布和口罩等物資，奇怪
的是，院方沒有徹查事件，不了
了之。偷盜防疫物資，已屬違
法，更試圖造成前線醫護物資緊
缺，威脅前線醫護和病患安全，
性質十分惡劣。疫情當前，全港
應該團結一致抗疫，偏偏泛暴派
以市民的生命健康為要挾，煽動
罷工要挾政府、干擾防疫，令人
不齒，不得人心。個別被洗腦的
醫護人員，偷取醫護物資，編造

政府不能提供充足防護裝備的口
實，是典型的賊喊捉賊，更暴露
了與黑暴、醫暴等同流合污的泛
暴派，不講人道、喪失人性。

醫護人士和醫療機構以治病救
人為己任，應有比常人、普通機
構更多的愛心和擔當，努力照顧
市民，消除市民的痛苦。在疫情
嚴峻，最需要醫護人士、醫療機
構做好本職工作，抗擊消滅病
毒、保護市民的時候，東區醫院
出現醫護偷竊防疫物資、院方不
聞不問的情況，明顯違反醫護神
聖天職，令市民失望。公立醫護
系統承擔照顧市民生命健康的重
任，絕不容無恥的政棍、「醫護
老鼠」製造事端，擾亂醫院運
作，損害全港市民福祉。對於醫
護界的個別害群之馬，醫管局必
須嚴肅調查、追究責任，警方更
要嚴厲執法，追究相關人等的法
律責任。

特區政府必須認識到，專注
抗疫的同時，亦要保持對黑暴
的高度警惕，不論煽動醫護罷
工的搞手，還是暗藏在醫院內
的搗亂分子，都要依法依規嚴
肅處理，嚴厲打擊一切違法暴
力活動，敦促醫管局加強醫院
的整治。市民更要認清泛暴派
亂港殃民的卑劣嘴臉，與泛暴
派切割，拒絕攬炒。

嚴懲「醫護老鼠」 拒絕「醫暴」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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