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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省的抗疫成績有目共睹，內地的抗疫經
驗、治療能力、豐富資源，有效助力本港抗
疫毋庸置疑。儘管本港和內地的醫療制度、
醫護專業資格認證不同，但防疫是當前頭等
大事，制度差異並非本港防疫不可跨越的障
礙。不少專家已提出種種解決辦法，如可將
本港檢測樣本送到深圳、珠海等地檢測；粵
港可商定一個全封閉的操作方式，將本港部
分確診病患由專車送往內地指定醫院，治療
康復後再由專車送返香港，可以突破檢疫的
限制。
本港少數醫護無視內地支援本港抗疫的可
行建議，更頑固反對，與根深蒂固的醫護保
護主義、政治化思維有直接關係。以檢測為
例，內地核酸檢測每次僅百元，但本港檢測
費用最低也近千元。目前本港社區出現疫情
爆發，亟需大規模檢測甚至全民檢測，才能
及早截斷傳播鏈。個別界別的利益與全港市
民健康安全，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少數醫
護為一己之私、以政治化思維凌駕抗疫，損
害港人利益、違背主流民意。
本港少數醫護受攬炒派操控，已將抗疫當
作奪權亂港政治工具。早前部分醫護策動罷
工干擾抗疫，就因不得人心而失敗；如今反
對內地醫護協助本港抗疫，背後有讓疫情惡
化、製造政府抗疫不力的算計，為攬炒派在
9 月立法會選舉「助選」，以達成攬炒派
「35+」的企圖，這更是把香港推向萬劫不
復的深淵，廣大市民、選民絕不會答應，絕
不會容忍黑心醫護破壞抗疫、「攬炒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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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衞健委昨表示，將會應特區政府的抗
疫需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但香港部分醫護
卻聲言反對內地醫護幫忙。本港新冠疫情惡
化，醫療資源緊絀加劇，為免疫情失控，此
時突破制度藩籬、利用大灣區醫療資源支援
本港抗疫，是緩解本港抗疫壓力、保障港人
生命安全健康的可行辦法。本港少數醫護抗
拒內地醫護協助本港抗疫，是狹隘的醫護保
護主義和敵視內地的政治化思維作祟，罔顧
港人生命健康安全，極度冷血涼薄，只會加
重本港疫情，令攬炒派有攻擊政府抗疫不力
的借口，等同替攬炒派奪權亂港造勢，用心
極其陰暗。
本港的本地確診個案昨日高達 115 宗，連
續 3 日創單日新高。疫情持續高危，本港醫療
設施緊張狀況加劇，醫管局昨指，公立醫院
正使用 1207 張負壓病床，以及 649 間負壓病
房，佔用率已達 76.4%和 79.5%，為紓緩醫院
壓力，只能將部分病人轉到社區隔離設施。
本港疫情加重、醫療系統承受前所未有
的沉重壓力，中央高度重視。國家衞健委
昨召集粵港澳新冠肺炎防控特別視頻會
議，轉達中央對港澳抗擊疫情的肯定，及
對本港近期疫情發展表示關心關注，表明
中央將應特區政府需求，提供一切必要的
支持。國家向香港伸出援手，是緩解本港
嚴峻疫情的「及時雨」，是對本港抗疫工
作的極大鼓舞，理當珍惜，積極開展兩地
合作，支援本港抗疫。
但是，本港少數醫護公開表示，不需要
內地醫護幫忙，言行令人費解。內地包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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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內地支援抗疫 罔顧港人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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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暴徒形同縱容暴動

一對夫婦及一名女學生，被控去年修例風波 婦攜帶的物品屬保護及醫療性質，兩人可能
中參與暴動，昨日區域法院裁定 3 人全部暴動罪 「擔當義務救護人員」。顯然，法官沒有全面考
名不成立，夫婦僅被裁定無牌管有無線電訊器具 慮被告的犯罪事實，並由此判定被告是因為參
罪成，各被判罰款 1 萬元。此 3 人參與暴動裝備 與非法集結或暴動而逃避警方拘捕，而是將被
充分、意圖明顯，法官不僅沒有全面考慮被告的 告形容為「對香港負責的良好市民」，由此把被
犯罪事實和企圖，反而替其開脫罪責，偏袒
「放 告參與暴動的行為合理化，令被告成功脫罪。
本案法官放生被告，還強調是基於普通法的
生」
之意彰彰明甚，形同縱容暴動，社會影響相
當負面。本港司法制度師承英國，英國法庭重判 「寧縱毋枉」原則。2011 年倫敦暴亂的案例，
2011 年倫敦暴亂的示威者，以起阻嚇之效。律 4600 人被捕，2710 名示威者因參與公眾騷亂被
政司應積極考慮上訴，尋求司法正義懲治暴徒， 提堂，超過 1000 名示威者被判入獄，平均刑期
為 14.2 月，全部被判入獄的總年數為 1800 年；
讓法治公義真正被看得見。
去年 7 月 28 日中上環衝突期間，中聯辦被大 有兩人因為以社交媒體鼓動暴亂而被判 4 年監
批黑衣暴徒包圍衝擊，中聯辦大門的國徽被塗 禁，一名大學生趁亂在超市中拿了一瓶礦泉
污，港人記憶猶新。本案 3 名被告當日參與暴 水，就被判刑 6 個月。有審理這些暴亂的法官
動，身穿黑衣，夫婦二人的背囊裝有生理鹽 表明，希望判決能阻嚇其他人犯案。英國儘管
水、防毒面具以及對講機。有法律人士指出， 沒有暴動罪，但法官在處理大型社會暴亂案
這些裝束、裝備根本就是暴動現場暴徒的標準 時，讓世人看到的是「用重典、治亂者」，而
裝束、裝備，生理鹽水、防毒面具是用作防範 不是「寧縱毋枉」。本港的司法制度源自英
警方施放催淚彈；夫婦二人非法持有對講機， 國，直到今天，本港法庭判案還要參考英國等
更可能是暴動的指揮者、策劃者。當警方驅散 普通法系國家的案例。英國法案重判參與暴亂
暴徒時，3 人由大路轉入窄巷，更打算攀爬鐵 者，本港法官為何不遵循，反而作出背道而馳
絲網逃走，稍有常識的人都不禁質疑，如果是 的判決，是要傳遞什麼信息？
法律界有句金科玉律：法治的公義要被看得
守法的普通路人，「行得正、企得正」，何須
見。修例風波期間黑暴氾濫，本港的良好法
要爬鐵絲網逃避員警追捕？
可是，法官判 3 人罪名不成立，除了指稱無 治、社會安寧幾乎盪然無存，廣大市民殷切期
法證明被告身處暴動現場，更稱黑衣裝束是 待法庭從嚴從重懲治組織、參與暴亂的暴徒，
「為數不少的市民日常裝扮之一」，「只是一身 讓香港重回法治安定的正軌。法庭放生參與修
時下普通少女夏天的逛街裝扮」，又稱法庭必 例風波的暴徒，司法正義不能彰顯，只會令市
須小心避免用「黑暴」或「黑衣暴徒」標籤示威 民失望，卻助長了暴力亂港惡行的氣焰，律政
者，特別是對案發時穿上黑衣或佩戴黑色裝備 司必須上訴，追究黑衣暴徒的罪責，竭力打擊
的夫婦被告作出不利的推論；法官更認為，夫 暴力歪風。

攬炒懶理抗疫 全力聚眾搞事
「天水連線」遊行必有份 街坊：叫佢哋「播毒連線」就啱
香港新冠肺炎大規
模爆發，如何抗疫本
是市民最大的共識，
惟一班「攬炒派」議
員為選舉不斷藉詞煽動民眾集會惹是生非，卻懶理本身社
區疫情，其中以「天水連線」最為活躍，頻頻搞事博曝
光。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到他們的「發跡地」天水圍一帶
觀察，發現一些區議員辦事處內外張貼了不少所謂涉及

■攬炒派
攬炒派「
「初選
初選」
」後，參選人隨即走遍港九
新界謝票，
新界謝票
，增加
增加「
「播毒
播毒」
」機會
機會。
。
fb截圖
fb
截圖

「抗爭」的標語，但難見到宣傳抗疫的字句，就算他們開
街站也是滿嘴「抗爭」，鮮有提及全民防疫問題。不少天
水圍街坊直言，不知道有這些區議員存在，「都係在電視
上見到佢哋，次次都係聚埋一大堆人搞搞震，邊度係『天
水連線』？直情係叫佢哋『播毒連線』就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21 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天水圍嘉湖銀座的伍健偉議辦外
本月觀察，只見辦事處大門緊閉，門口掛有一張小小「開放中」貼

紙，如果不走近根本不知道室內是否有人，曾有街坊欲入內諮詢，但敲
了數次門都未有人理會，只好打道回府。記者同時留意到，辦事處外貼
着一張佔位甚大的黑色文宣，上寫印滿涉抹黑警方的煽動內容，至於有
關疫情或抗疫資訊卻根本不見。

居民批議員眼內僅議席
有經過辦事處的居民表示不滿，投訴該議辦經常「唔見人」：「疫情
爆發多時都甚少見到議員會舉辦抗疫活動，但『初選』期間就經常聽到
這班議員在街上大吵大鬧，可見這班人（議員）眼中根本只有議席，連
區內的民生事務都做不好，仲想選立法會？」
該居民的說話絕非無中生有，當日傍晚，記者發現同屬「天水連線」
的伍健偉和林進等人拉大隊到元朗 YOHO MALL 參與非法集會，完全
罔顧眾多人聚集容易傳染疫情的衞生警告。
面對最近出現不少批評，加上選舉日漸近，「天水連線」急急重回社
區，林進突然宣布其議辦在本周三（22日）開張，聲稱會處理「社區事
務」，但記者次日（周四）到該辦事處門外觀察，發現仍在搬運傢俬和
工作用品，根本無人處理「區務」。

19 日非法遊行現場擁擠
「天水連線」已經不止一次藉政治事件大肆炒作，本月 19 日，他們
在元朗發起過相關的非法遊行活動，當日元朗港鐵站外聚集了數百名市
民、記者、攬炒派議員和一些參與非法遊行的人士，導致現場十分擁
擠，在疫情肆虐下現場亦恍如一個巨型播毒區，警方及後派出多名警員
到場驅散和疏導聚集者。
經過一番擾攘後，「天水連線」伍健偉、林進、關俊笙和侯文健 4 名
元朗區議員仍然無視疫情，強行繼續進行「4 人遊行」。記者現場所
見，這些人在宣布「遊行」後仍然遲遲不肯起步，反而刻意在警方面前
高舉涉抹黑警方的橫額向警方挑釁，直至眾多媒體記者前來採訪拍攝後
方才「起步」。
在「遊行」開始後，4 人亦不斷口沫橫飛大聲叫囂，再次引來大批記
者和市民前往新街一帶聚集，為控制現場情況，警方以涉嫌「組織未經
批准集結」拘捕4人以中止其「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天水連線」的社交平台和 Telegram 群組，發
現近期只發放有關選舉消息和「抗爭」訊息，而對於市民最關心防疫
資訊卻甚少提及。在攬炒派所謂的「初選」後，多名自稱「抗爭派」
的成員隨即「政治上腦」，經常將「抗爭」掛在嘴邊，反而對纏繞本
港多月的新冠疫情卻不聞不問。有元朗街坊氣憤地說，這些議員經常
煽動人群聚集，「直情係『播毒連線』。」

■面對街坊的不滿，林進在本周三才匆忙「開幕」議辦，但「開幕」過後卻又大肆裝修，依 ■伍健偉的辦事處大門緊閉，街坊根本不知道辦事處內是否
然將街坊拒之門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人當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初選」
造勢 間接致疫再爆
近期網上一直熱
傳，有大量新冠病毒
確診者曾參與 7 月 1
日的非法遊行，更指
當日大量人群聚集是
導致本港疫情再次大
爆發的重要原因。而事實上，本月
以來，攬炒派為參選造勢無所不用
其極，罔顧疫情，多次及多區煽動
支持者聚集，借黑暴事件發起非法
遊行，間接導致疫情再次爆發。
今年 7 月 1 日，攬炒派發起在港
島的非法遊行。香港文匯報記者現
場所見，當日有數千人在銅鑼灣一
帶聚集，而黑衣人在破壞堵路後都
會躲進附近商場，現場人頭湧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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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但沒有保持社交距離，部
分人更不斷除下口罩唞氣。

最少 50 人聚集脫罩聊天
7月8日，疫情已有回升跡象，但
攬炒派仍照辦多個造勢大會，如黃
之鋒就聯同十多名「香港眾志」餘
黨在銅鑼灣造勢，據香港文匯報記
者觀察，黃之鋒等人再加上助手及
義工，最少有 50 人同時間聚集，而
且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經常除下口
罩聊天。
在攬炒派進行所謂的「初選」前
一天（10 日)，疫情已明顯嚴重，但
多名「候選人」依然在街頭紛紛造
勢，其中旺角的情況最為嚴重。當

晚，兩個攬炒派陣營都在旺角造
勢，鄒家成、張可森、王百羽及梁
晃維在西洋菜南街召集逾百人聚
集，再加上經過看熱鬧的群眾，現
場一帶非常擠迫，這些「候選人」
更罔顧防疫，經常攬頭攬頸。另一
邊廂，劉頴匡聯同十多名支持者在
旺角東天橋造勢，亦聚集了超過一
百人，令天橋一帶擁擠不堪，更有
路人被迫兜路才可以通過。
「初選」結束後，攬炒派仍並未
停止播毒。7 月 19 日，在全港疫情
已非常嚴重之際，攬炒派的何桂藍
及朱凱廸仍繼續煽動支持者到元朗
參與非法遊行，香港文匯報記者觀
察，當日有數百人參與非法遊行。

連登陰招播毒 妄圖全港
「攬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
「連登」一直是攬炒派煽動平台。
自疫情開始，不時有「連登仔」發
放惡毒帖文，煽動支持者如發現被
感染，就到公眾地方播毒，要全體
港人「攬炒」。近日疫情日趨嚴
重，有連登黑暴立即「邀功」，聲
稱是其同黨感染後，刻意在社區傳
播病毒所致。

「毒帖」
教到警署逗留
最近有警署職員感染病毒，一向鼓
吹要大爆發「攬炒」的連登仔即時冷
嘲熱諷。本月 20 日有連登仔爆料，
稱「今次警察確診的確係手足做嘢，
要多謝手足」。對於有人刻意播毒的
帖文，竟獲連登仔幾乎一面倒支持，
短短半日已獲近千名會員「正評」，

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爆料者續稱，有一名「手足」有
明顯病徵後，故意先到警署逗留及
四處觸碰物件，導致該警署有職員
感染。另一名爆料者則留言稱，有
同黨居於疫情較嚴重的九東慈雲
山，當發覺自己有明顯病徵，不是
先去醫院接受檢測，反而立即到警
署逗留播毒。

■「天水連線」炒作去年 7．21 事
件發起遊行，引大批人聚集增播疫
可能。
資料圖片
由此可見，煽暴派為拉票四出播
毒，完全罔顧市民健康，如他們當
選，市民怎能過上更健康、更安心
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有大批連登仔留言聲稱要仿效
「手足」做法，感染後要到處
「施放肺炎原液」，亦想出多種
變態手法在社區播毒。有成員留
言建議，如果有病徵，便立即邀
約「老死飯聚」，甚至到警察宿
舍播毒，亦有人建議有病徵應去
幫襯藍店食肆，把病毒傳給藍店
食客。有網民直言，正當香港市
民全心抗疫，連登平台卻允許此
類「毒帖」大肆散播，實是惡毒
至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