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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指出，本港新冠病毒疫情的反

彈較預期嚴重，認為社區爆發與放

寬防疫措施有關，而市民更有「抗疫疲勞」情況，防疫意識鬆懈，若5天

至7天後情況愈來愈差，有需要回復到3月時的嚴厲防疫措施水平。港大

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則以「山林大火」比喻香港疫情，表示內地疫情控制

「非常出色」，香港絕對應該學習，若要追回國家標準，香港每日應做近

兩萬個測試；他並認為應暫停舉行書展，直言將帶來很大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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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如山林大火 專家倡最嚴控疫
袁國勇指爆發或因「抗疫疲勞」盧寵茂稱書展增風險應暫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地區 人數

黃大仙 73

沙田 17

西貢 11

觀塘 10

屯門 7

九龍城 5

油尖旺 4

葵青 4

灣仔 3

深水埗 3

荃灣 2

元朗 2

北角 1

北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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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袁國勇昨早在電台節目表示，3月起已有
病毒變種情況，但未有即時爆發，但

由於市民開始「抗疫疲勞」，加上限聚令的
放寬，食肆人頭湧湧，導致疫情小型爆發，
反彈程度較預期嚴重，情況讓人憂心。

做好防疫 有望14天內受控
他續說，市民防疫意志較政府防疫措施
更為重要，雖然政府未收緊措施至3月時
水平，但市民若已失去防疫意志，即使措
施再嚴格亦是於事無補，認為市民現要做
好個人防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應戴口
罩、食用已煮熟食物，並以外賣代替堂
食，減少聚集，倘巿民做好防疫措施，這
波疫情或可在7天至14天內受控。
他指現時政府測試措施鬆緊摸索階段合
理，畢竟所有人在家工作及停課非長遠對
策，但當個案續有上升，並有更多源頭不
明確診個案時，政府應把措施收緊至最嚴
厲水平。他亦提醒醫管局要做好準備，估
計未來會有更多確診及死亡個案，

追上國家標準 應日測兩萬個
盧寵茂昨出席《城巿論壇》節目時指出，

本港疫情第一波來自內地，第二波為輸入個
案，現時面對第三波爆發，他形容為「山林
大火」，指政府早前未檢視有否死灰復燃的
跡象，沒有做好「隔火區」，即擴大測試範
圍，篩查出隱形病人，阻截外來輸入個案。
他指出，深圳至今只有462宗病例，僅
為香港三分之一，當地140日無本地個
案，60日無輸入個案。他認為內地疫情控
制非常出色，香港絕對應學習。對於港府
指每日可達7,500個病毒測試，他指現時
疫情在本地爆發，更涉及多區，不應將
7,500個作「滿足上限」，並指全國每日進

行378萬個核酸測試，即每100萬人進行
2,750個測試，按此推算，本港要追回國家
標準，每日應進行近兩萬個測試。
同場的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

繁毅指出，若屋邨有大爆發，應「地毯
式」為整條屋邨測試，盡量以找出隱性患
者，讓他們及早隔離及將傳播鏈切斷，且
測試不應只得一次。
他又認為，父親節後相關防疫限制放寬，

惟仍有很多無病徵病人在社區形成隱形傳播
鏈，近日入院病人中，體內病毒量指數更較
上兩波病人高出不少，認為有需要收緊感染
控制措施，包括所有入境人士都應進行核酸
測試，到港後家居隔離，並至少採樣五次，
因足夠採樣才可令測試準確性提高。

「留在家就是對港最大貢獻」
對於香港書展周三舉行，孔繁毅認為若

做好防疫措施，可如期舉行，但盧寵茂不
表認同，直言看不到堅持舉行原因，「東
京奧運都因疫情推遲，書展喺呢個疫情下
會帶嚟好大風險。對參展商而言，如只容
許好少人入場，得『小貓三四隻』，效果
都唔好」。他又指「大家留喺屋企，就係
對香港最大貢獻」。袁國勇強調應在高危
點做足防控措施，如入場人士需戴口罩、
不准飲食、接觸書本後或看書前都應以酒
精搓手液消毒雙手等，若沒有信心落實措
施，建議延遲舉辦。
由參展書商組成的2020香港書展關注組

亦發出聯署聲明，希望政府、貿易發展局
等主辦方延遲舉辦書展。關注組向參展商
發問卷，收到近200個攤位書商回覆，全
數皆希望延期，當中有超過八成認為若書
展如期舉行，將考慮直接不進場或退租，
並要求主辦方退還訂金。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及支
持機構「齊清潔 愛香
港」昨日舉行「全港清潔
齊抗疫行動」啟動儀式。
同日近百名義工於全港十
八區對公共設施進行清潔
行動，並於約100個街站
派發兩萬支家用漂白水，
藉此呼籲市民防疫意志不
可鬆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蕊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本
地爆發，其中慈雲山慈
正邨先後多人確診，衞
生防護中心職員昨取走

住戶的深喉唾液樣本化驗，部分居民亦
顯得人心惶惶，曾有確診者到訪的慈雲
山中心人流不多，有街市檔主則表示街
市經過大清潔，有職員在門外為客人量
度體溫，但人流和生意額均大減三分之
二。
慈雲山街市經過清潔後，昨如常營

業，正門外有職員為進內的顧客量度體
溫，但後門沒有人量度體溫，亦不時有
顧客經後門進出。街市大部分攤檔均有

營業，只有兩三檔未有經營。
售賣肉類的檔主陳女士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表示，街市知悉有確診者曾經踏足
後，已進行大清潔，但仍未知道政府會否
向檔販派發樣本樽，「派（樣本樽）梗係
好啦，起碼知自己有冇受感染，呢度（街
市）咁多人出入，我哋又要接觸咁多人，
希望驗咗證明冇事，會回復返先前嘅人
流，家啲人話冇咩必要都唔好嚟，人流
和生意額比之前少咗三分二。」

居民坦言心理壓力很大
位於慈雲山中心6樓翠河餐廳先後有食

客和員工確診，已暫停營業，曾有身穿

保護衣的人士入內，門外亦貼出告示指
一名兼職員工確診，該員工雖已離職三
星期，但務求令食客安心，故昨日停業
進行大清潔。
有確診者居住的正遠樓，居民昨陸

續把深喉唾液樣本樽放到位於大堂的
收集箱，衞生防護中心職員取走住戶
深喉唾液樣本。居民蔡小姐直言心理
壓力很大，因家中有嬰兒，擔心把病
毒帶回家，故會盡量減少外出，也與
家人協調，「邊個出開去就邊個買埋
餸，避免個個出過去，唯有自己小心
啲。」

外賣員知確診不敢上門
有正安樓居民則表示仍未收到派發樣

本樽的消息，其中何先生認為衞生署需
時安排派發，並指正遠樓都是出現確診
個案後數日才派樣本樽。
另外，牛池灣彩輝邨彩華樓連日來亦有多

名居民確診，屋邨加強清潔。有外賣員到達
彩華樓看見有傳媒採訪，遂查問是否有確診
者，並致電訂購外賣居民說：「唔好意思，
唔該你落嚟攞，確診大廈唔送上去。」該外
賣員續指遭反問確診大廈與不送外賣上戶有
何關係，他直言：「有人確診喎，點會冇關
係，分分鐘會中（受感染）。」
彩華樓居民陳先生則表示不擔心，認為

最重要是保持身體健康，做好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慈正人心惶惶 街市人財皆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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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指出，本港短時間內出現
多宗源頭未明的本地確診個案，疫情過
去一星期急劇逆轉，以致粵港澳政府要
重新檢視應何時才推出「健康碼」通行
試點計劃，他並重申特區政府目前首要
工作，是全力緩減疫情在本地社區傳
播。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特區政
府正與粵澳政府在聯防聯控的工作框架
下，研究疫情穩定後逐步恢復粵港和港
澳人員往來，三地政府擬互相認可合乎
標準指定檢測機構進行的冠狀病毒病檢
測結果，並透過各方「健康碼」互認。
香港特區政府其中一項準備工作是開發
「香港健康碼」系統，會在與廣東省政
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完成商討後，適時公
布安排詳情和實施。

不過，由於近日疫情逆轉，他指出三
地政府要重新檢視何時才推出「健康
碼」通行試點計劃。

指必要時或收緊防控
隨着疫情波動，本地感染個案上升，

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有必要適時收緊各
項疫情防控措施，配合疫情不同嚴重級
別，考慮採取不同寬緊程度的措施，實
際推行的措施須按情況而有調整。他強
調嚴陣以待、迅速應變及張弛有度，是
特區政府應對疫情的重要原則。
張建宗認為，本港短時間內出現多宗
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屬一個警號，故
提醒市民不要鬆懈，應配合特區政府的
防控措施，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
減少社交接觸，避免聚餐和聚會等活
動，如出現病徵要及早求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疫情持續，全港多處
出現確診個案群組。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認
為，相信瀝源邨群組或之前有隱形傳播鏈傳播病毒，
而九龍東以及沙田區屬於高風險地理群組。根據衞
生防護中心的數字，本港過去一周爆發的第三波疫
情，以全港十八區計算，當中黃大仙區最為嚴重，
至今合共有73名居於該區人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倡檢九東老人院
梁卓偉昨日在電台節目中指出，多區的病源有

可能是來自瀝源邨，可能當時的傳播鏈一直未有
截斷，只是未能找到隱形患者，「相信由瀝源邨
群組或之前有隱形傳播鏈，部分個案喺禾輋或大
圍，由慈雲山、黃大仙、新蒲崗，到觀塘、油
塘、將軍澳，都是屬於東九龍，群組愈嚟愈
多」，九龍東及沙田屬兩個特別高風險的「地理

群組」，情況令人擔憂。
他表示，當中東九龍區除慈雲山的護老院有群

組爆發外，附近亦有食肆，包括「的士群組」曾
到的食肆亦在坪石。他又指出，東九龍亦可能是
全港最窮、人口最老化，且老人院舍最多的地
區，認為應先由該區開始，為所有院舍進行病毒
檢測，以保障最高風險的長者群組。他又認為，
即使沒有病徵的市民也應進行檢測，以找出「隱
形傳播鏈」。

疫情殺入新界西
另外，屯門山景邨與天水圍樂湖居先後有住

戶確診。當中天水圍樂湖居10座的住戶為源頭
不明個案。有居民昨日在網上發文表示，大廈
管理處仍對確診單位未明，但指患者曾到訪過
健身室並會關閉三天，令居民人心惶惶。

瀝源毒鏈未斷 九東沙田高危

張建宗指「健康碼」暫難行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疫情反彈形勢嚴
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平台
上發文指，她和團隊正每天檢視情況，
全力應對，持續採取「張弛有度」策
略、提高市民的防疫意識、加強病毒檢
測和監察醫院及檢疫設施的能力，仍然
是可行的方法。
林鄭月娥表示，近日香港疫情再次變
得嚴峻，繼幾天前召開特區政府高層的
督導委員會外，她前天主持了專家顧問
團會議，四位專家梁卓偉教授、袁國勇
教授、許樹昌教授和Fukuda教授皆出
席，一起審視最新情況，並提供相關意
見。大家對香港目前反彈的疫情都表示
擔心，但也指出在有效疫苗成功研發並
廣泛應用，或者公眾已因感染而產生免

疫力前，疫情的反覆是難以避免的。因
此，持續採取「張弛有度」策略、提高
市民的防疫意識、加強病毒檢測和監察
醫院及檢疫設施的能力，看來仍然是可
行的方法。特區政府正從每一個方面落
實相關措施。
她指，其中有一項應對措施的能力，比

過去幾個月都更「到位」，那就是口罩和
其他個人防護用品的供應。至今，香港在
口罩方面有充裕的儲備，有持續的本地生
產和供應，並已與市民分享，包括向市民
派發數千萬個口罩。因應水泉澳邨爆發疫
情，前天決定向邨內所有住戶派發每戶50
個口罩和洗手液等防疫物資，加强居民防
疫能力及意識。同樣的安排將適用於其他
出現多例確診病例的公共屋邨。

特首：加強病毒檢測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慈雲山街市顧客需量體
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新增中疫屋邨包括彩輝邨
彩華樓。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受疫情影響，慈雲山中心商場大多店
舖關門停業避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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