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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港新冠疫情出現第三波反彈，新增新冠病例連
續七日過百。當前疫情在社區蔓延，安老院舍持續爆
發，新病例牽涉上水屠房等地，情況不容樂觀。自新冠
疫情蔓延以來，香港打足全場，現疫情仍肆虐的情況
下，政府一刻都不能放鬆。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可能是防
疫戰的最關鍵時期。特區政府除了必須立刻限制海員登
岸換班、堵塞安老院及屠房等高危人群的防疫漏洞，同時要加強「限聚
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的執法，把握好未來幾周的防疫關鍵期，
打好抗疫持久戰，才能為香港當前的穩定及港人的健康打下牢固基礎。
當前特區政府持續針對外傭、高風險地區回港人士、海員及機組人員

等收緊防疫措施，筆者的意見是防疫措施必須進一步收緊。尤其近期疫
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一再反彈的情況下，針對傳染源頭收緊限制
是最有效的措施。政府應及早加強有關措施，不僅僅是針對海員、機組
人員，而是所有在運輸行業的工作者，存在接觸外來人士等具有高風險
的行業人士，都應進行進一步收緊。「豁免檢疫」應及早取消，因此當
前追蹤源頭，放寬免費檢測服務的範圍，是政府防疫工作的重點。

現階段特區政府已經擴大了高危職業群組免費病毒檢測的服務範圍，
檢測服務由的士司機擴展至包括綠巴和紅巴在內的公共小巴司機，不可
否認的是，免費檢測服務是最有效追蹤疫情。追蹤病源是預防超級傳播
者不斷傳播病毒的最有效途徑，因此政府不應在這方面有所懈怠。任何
有可能加大社區傳播風險的行業工作者，都應進行免費病毒檢測，確保
社區傳播風險處於最低水平，保障公眾健康。

向中央請求支援抗疫
當前全世界疫情遠遠未能受控，甚至多個海外國家出現第二波、第三

波疫情反彈的情況。特區政府必須高度戒備，檢討各項防範措施是否做
足，嚴格把關，收緊限制，確保疫情不在社區內廣泛傳播，否則未來幾
周感染者的人數將呈幾何數字上升。同時政府應未雨綢繆，加強醫療系
統應對疫情壓力的處理能力。當前公立醫院因為疫情受壓，有超過100
名確診者未能及時安排入院，政府有必要與公立醫院加強協調，確保本
港醫療系統能夠做好充足準備，在確診者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也能夠充
分吸收病患，提供必要的醫療以及隔離環境。

正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所表示的，採取更嚴厲的管控措施，進一步限
制處所營業和減少市民出外空間是未來幾周疫情出現反彈所應採取的手
法。當前有部分市民仍對於防範疫情態度鬆懈，尤其是在遵守「限聚
令」以及「口罩令」等方面做得遠遠不夠。當前政府要加強執法，違令
者不能再以任何藉口逃避責任，有效堵塞防疫漏洞。另外減少社交接觸
和外出用膳也是政府應積極教育市民的重點，因這些步驟都屬於收緊限
制、減少傳染的重點。
除此之外，特區政府應針對本地疫情變化，及時向中央政府提出請

求支援抗疫。中聯辦發言人已表示中央高度關注香港疫情變化，並且
明確提出將支持香港提高核酸檢測能力、協助建設「方艙醫院」等；
而在醫用物資、醫療設施設備等方面，中央也能夠提供援助。這些選
項應被提上日程。要知道抗疫一戰，政府應比病毒傳染走得更快、看
得更遠，如等到疫情肆虐才發現本地應對能力不足則為時已晚。總而
言之，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戰，應進一步收緊限制，加強疫情感染追
蹤，早日着手準備應對疫情變化，才能在未來抗疫之戰中取得領先的
勢態。

違法「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被判入獄後仍不懂反思，出獄後又
再故伎重施，舉辦所謂民主派「初選」，並聲言要讓「攬炒派」取得過
半議席以癱瘓特區政府施政。港大校委會應該按機制當機立斷中止跟他
的僱傭合約，為港大過去被玷污的名聲止血。

不少人認為戴耀廷犯下的也不是什麼滔天罪行，而且也已為自己的行
為負上刑責，港大不用因此向他判下「極刑」，撤銷他的終身教席。然
而，戴耀廷多次利用他當時還是港大法律系副教授的身份，親自宣揚和
推動所謂「違法達義」的思想，令不少大學生甚至中學生因他披着法律
學者的身份而受其蒙蔽，由最初2014年走到街頭非法「佔領」馬路，
到去年修例風波中觸犯刑毀、縱火甚至暴動等嚴重罪行。如果當年沒有
他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今天莘莘學子也不會因參與非法示威和犯下種種
罪行而身陷囹圄，各大專院校也不用背負着「暴大」的污名。由此可
見，戴耀廷所犯的罪行不只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連累到我們的下一代。

失德行為證據確鑿
換個角度看，倘若戴耀廷被定罪後仍能保留教席，將會為港大的教職

員立下極壞的先例。今天法律教授可以為堅持他的理念而衝擊法律底
線，被定罪後在大學仍可繼續任教，他朝財務教授參與內幕交易而被證
監會起訴，被判罪後又可否辯解是要論證自己的學術理論而賴在大學繼
續享高薪厚祿呢？革除戴耀廷能為港大的教職員發放一個清晰的訊息，
校方一向重視教學團隊的教研成就及專業操守，對任何違法的教職員絕
不徇私。
戴耀廷被撤銷教席後，「攬炒派」定必大做文章，誣衊校委會「黑箱

作業」、打壓言論自由等等。然而，「清者自清」，港大此舉只是清除
敗壞院校名聲的害群之馬，對那些無的放矢的指控根本不用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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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傑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政府應當機立斷推遲立法會選舉
本港自7月初開始爆發第三波新冠肺炎

疫情，且在社區持續出現多宗不明源頭

的個案，令人十分擔憂，香港疫情已出

現重大變化，9月立法會選舉能否順利、

公平進行增添變數。政府雖已進一步收

緊防疫措施，但能否在9月前令疫情穩定

下來並不樂觀。筆者認為，以市民安

全、利益為重，避免競選活動令疫情進

一步惡化，政府應當機立斷，盡快宣布

押後立法會選舉。

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目前本港的當務之急當然是處理好疫情的防控工
作，以保障市民的健康為施政首要考慮。現時本港
檢測能力嚴重不足，就以疫情最嚴峻的慈雲山地區
為例，當局仍未能為該區居民進行全面檢測，一眾
憂心忡忡的市民要一大早排隊取樣本瓶檢測。另
外，公立醫院的負壓病房瀕臨「爆煲」，本地感染
個案單日破百，不少個案未能找到源頭，亦未能切
斷傳播鏈，疫情形勢令人擔心。這樣的情況，絕對
不適合選舉此類人群聚集的活動。

疫情惡化不宜選舉
不少專家預計，本港疫情短期內未必受控，9月
選舉投票日不可避免出現人群大規模聚集。根

據特區政府日前公布的最新選民登記數字為445.5
萬人，若按照去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七成計
算，意味着有近300萬人會在投票日「全港周街
走」，前往各票站排隊等候投票，投票過程中觸
碰到選票、工具，人群聚集，勢必對防疫造成巨
大壓力。更不用說，在8月1日到投票日期間的競
選期，競選工程正式開展，拉票活動進入白熱
化，特別是攬炒派要達至「35+」奪取立法會多數
議席的企圖，肯定會不擇手段造勢，無視限聚令
的防疫法令，煽動各種抗爭刺激激進選民支持，
不可避免造成人群聚集的情況，大大增加病毒散
播的風險，可能導致疫情重新惡化，再次對市民
的健康安全造成威脅。

推遲選舉還有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受疫情影響，
居於內地或海外的港人不能順利返港投票。有統計
顯示，長期居於海外的港人總數達126萬，即使只
有部分人士返港投票，也是數以十萬計。這部分選
民投票意識強、積極性高、凝聚力強，若因為隔離
措施而無法或不便返港投票，不但損害了他們的政
治權利，更損害了選舉的公平性。
試想一下，一名在外地營商、工作的港人，若要

返港投票，需要最少提前14日返港完成隔離，投票
後即使立即離港返回原地，亦要再隔離14日。一來
一回，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都無法處理工作，極度不
便。而且，數以十萬計外地港人短期內集中返港，
也大大增加了疫情擴散的風險。

做好解釋避免爭議
社會上有意見提出，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至明年3

月，甚至考慮延後整整一年至明年9月，以觀察疫情
的影響。筆者希望政府當機立斷，以市民利益為基
礎，決定押後立法會選舉，並主動就延期選舉做好充
分準備，例如法律上如何處理、延至何時復選等都要
做好安排；選舉押後，新一屆立法會無法在10月開
始，該如何處理立法會的真空期，政府亦要向市民解
釋清楚，盡量減少爭議。總而言之，政府要讓市民明
白，押後選舉是為了防疫保民的大局，亦保障到參選
人、投票人的合法政治權利，確保立法會選舉在公平
公正的環境下舉行，為香港選賢任能。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發表演講，對中國從內政到

外交進行了全面、徹底的否定，並公然宣
告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演講通篇
以不實之詞和意識形態偏見抹黑中國和中
國共產黨，煽動仇華情緒，叫囂「自由世
界」聯手對抗「共產黨中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社交平台
Twitter上用中英雙語對蓬佩奧的演講內容
予以回擊：「蓬佩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
的講話表明他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紀的杜
勒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對華搞新的十
字軍東征。他的所作所為形象地展現了什
麼叫『蚍蜉撼樹』。現在是到了全世界所
有愛好和平的人站出來阻止他給世界造成
更大危害的時候了。」
蓬佩奧這次的反華叫囂可謂老生常談，毫

無新意，如果說這次有所不同，那就是比以
往任何一次更尖刻、更聲嘶力竭，也更不講
究最基本的說話邏輯。為了煽動世界對抗中
國，蓬佩奧在剛剛結束的歐洲之行中就極盡
挑撥之能事，所到之處必散布反華謬論，叫
囂建立新的聯盟應對「中國威脅」。但奔走
挑唆一大圈卻徒勞無功。德國總理默克爾強
調與中國保持合作對歐盟而言具有「重大戰
略利益」，法國外長勒德里昂表示歐洲不能
陷入選邊站隊的邏輯，中國和歐盟及其多個
成員國間正常的外交、經貿互動也有條不紊
地照既定安排展開。甚至一貫唯美國馬首是

瞻、在禁用華為5G上衝鋒在前的英國，這
回也強調對華政策應「更平衡」，不能「自
動反華」。
作為美國曾經忠實的盟友，歐洲近年來

可算徹底領教了本屆美國政府是如何對盟
友背後插刀的。美歐近年來在國防開支、
伊核問題、經貿磋商以及如何對待國際組
織等諸多問題上都產生分歧，雙邊關係裂
痕日益加深。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美國攔截歐洲國家抗疫物資、單方面
禁止歐盟公民入境、缺席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國際認捐大會等一系列單邊主義行徑，
讓歐洲寒了心。就在本月中旬，蓬佩奧再
次威脅擴大對俄歐之間的「北溪-2」燃氣
管道項目參與方的制裁，並對歐洲喊話
「現在就退出，否則後果自負！」如此的
霸道蠻橫和盛氣凌人激起了歐洲國家的強
烈反感。

中國民眾對執政黨滿意度高
盟友不給大哥抬轎子，歐洲之行後，蓬

佩奧選擇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反華演講可
謂用心歹毒。中美近50年來的友好交往關
係是兩國老一代領導人開創的，是對全世
界的建設性貢獻。蓬佩奧選擇在將中美破
冰視為重要外交遺產的尼克松總統故鄉宣
告其「遺產」破產，不僅是極端不敬，而
且是不折不扣的「人類公敵」。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發表評論稱，本

屆美國政府治下，全球對美國的尊重正以
驚人的速度崩潰。即使在英國，也只有
28%的人認為美國會在國際事務中做正確
的事情。以色列《國土報》評論稱，蓬佩
奧的行為讓他成為美國基本價值觀和理想
的敵人。
而根據哈佛大學最新國際調查結果，中

國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滿意度超過93%，
這份長達18頁的報告由甘迺迪學院的三名
專家撰寫，他們於2003年至2016年間在
中國進行了8次調查，與超過3.1萬名中國
城鄉居民進行了面對面的談話，以追蹤中
國公民在不同時期對中國各級政府的滿意
度，之後寫就了這份調查報告。報告得出
的結論是，2003年以來，中國民眾對政府
的滿意度幾乎全面提升，尤其是內陸及貧
困地區的民眾的滿意度提升較大。正如華
春瑩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所說：「報告
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穩固，
韌性源於民眾的廣泛支持。事實上中國民
眾對中央政府滿意度超過了93%。我想，
這麼高的支持率可能是美國那些政客無比
羡慕卻又無法企及的。這本身其實就是對
蓬佩奧等個別政客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的
最好和最有力的回應。」
蓬佩奧通篇演講都在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

人民對立起來，污衊中國是「國內的壓迫
者」和「不誠實的國際參與者」。事實證明
蓬佩奧的反華叫囂是癡人說夢、蚍蜉撼樹。

蓬佩奧反華叫囂蚍蜉撼樹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不得不承認，香港教育
確實出現問題。一道應屆

歷史科的考題，問的竟是：「1900-19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稍
懂鐵證如山的歷史，稍從人道角度思考問
題，日本於1900至1945年間的一次又一
次的侵略行為，對中國各族人民造成的大
傷害，是罄竹難書！題目如此直接引導學
生選答利多於弊，是冷血的，是反人道
的，是教壞學生的，當然也是反民族、反
國家，且是嚴重扭曲歷史，帶給學生十分
負面及恐怖的價值教育。因此，教育局敢
於否定該題目，教育局局長直截了當，毫
不含糊對這條題目的設問公開「沒有討論
空間」，建議考評局取消這條題目，此舉
是教育局以學生為本的應有之義。
有考生提出司法覆核（究竟司法覆核的費

用從何而來？），最終被判敗訴！卻竟有教
師工會人士公開以「贏了道理輸了官司的歷
史科試題案」撰文，企圖要為冷血的歷史考
題硬塞道理，意欲何為？該文通篇只說考評

局最終取消考題的「事件」，卻絲毫不提此
一給中學生作答的歷史試題，設題本身反人
道、反民族、反國家，更是反歷史事實的嚴
重性，筆者在這裏建議口口聲聲說「贏了道
理」的工會人士，看看資料豐富，證據確鑿
的兩本書：
其一，《魏特琳日記》。魏特琳（Min-

nie Vautrin）是美國傳教士，於1919年至
1940年間任教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用南京
現場的經歷，將南京大屠殺以及在「安全
區」內受日軍侵害，慘無天日、傷天害理
的種種事實，透過日記保存下來，1999年
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教授將《魏特琳日
記》翻譯，由日本大月書店出版。
其二，《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

劫》。該書作者是張純如女士，張是自由撰
稿人，伊利諾大學新聞學學士、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寫作碩士，曾為《芝加哥論壇報》、
《紐約時報》等重要報章撰稿，1995年於
美國國家檔案館及華盛頓圖書館獲得資料，
完成該書首階段的準備。其後，張純如女士

再用近兩年的時間，分別前往
北京、上海、杭州以及南京，
進行更深入的調查，1997年底，終於出版
《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綜
合揭示日本軍國主義為中國人帶來莫大的、
難以撫平的傷痛歷史著作。
必須一提的是，魏特琳女士、張純如女士最

後都以自毀的方法，結束寶貴的、有貢獻的生
命。或許，愈追尋南京大屠殺的史實，愈給積
極尋找生命意義的人壓上難以承受的重！
1900至1945年的日本侵華，從政治、經

濟、軍事的多角度看，無一不為中華民族帶
來極大的災難、深刻的痛苦，是泯滅人性
的！作為教育專業工作者，更必須清楚掌握
南京大屠殺，只屬日本長期侵華的其中血紅
的一幕慘劇！不想回憶，未敢忘記，否則無
法面對千千萬萬為保國保家而犧牲的軍民，
更愧對學生新一代。最後，再問這位捧着教
育專業的工會人士，這道歷史考題的命題
「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
於弊」還敢說贏了道理嗎！

冷血的歷史考題有何道理？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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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定於9月6日，距今不足40
天。新冠疫情嚴峻，迄今無減退跡象，反
而更顯惡化，政府實施更嚴厲的限聚令，
距離「禁足令」和「封城」僅一步之遙。
如果疫情失控，醫護系統崩潰，經濟蕭
條，百業凋零，後果不堪設想，港人全是
輸家。為今之計，官民應全力抗疫，並請
求內地施以援手，同時推遲立法會選舉，
待疫情恢復才復辦。
推遲立法會選舉，本人認為，要考慮下

列因素。第一，黑暴尚未完全停止，「野
貓式搗亂」會以競選為藉口，不停干擾抗
疫，令警員疲於奔命；第二，反對勢力搞

非法「初選」，干擾操控選舉，更可能違
反香港國安法，當局仍在調查搜證、準備
拘控涉案人士，估計有關行動將展開；第
三，外部勢力干預未見收斂，美國利用香
港打壓中國行動加劇，香港代理人呼之欲
出，以各種藉口插手香港事務，攬炒派仍
未放棄「35+」的奪權圖謀；第四，此時進
行選舉，由於各政黨、候選人團隊，都要
動員爭取選票支持，開展競選活動，違反
限聚令的行為將層出不窮，既激化社會矛
盾、製造動亂，更散播病毒、擴大疫情。

選舉在此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對港人
健康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不可不防。最後一

點，從選舉提名過程（儘管還有數天才結
束）看到，立法會選舉制度漏洞百出。例
如，候選人無須任何專業資格或社會歷練，
單憑空洞的政治口號及言論博取出位吸睛，
利用社交媒體哄抬，一日之間可成為候選
人，以反對勢力代理人的身份（所謂B計
劃）出戰，反中亂港獲利豐厚而機會成本
低。回歸以來，政客質素下降不忍卒睹，立
法會在拉布狙擊下行之無效，更成為拖累政
府施政的最大障礙，亦不斷撕裂社會，有識
之士無不搖頭嘆息。防疫抗疫是當前頭等大
事，延後選舉有利政府、社會集中精力和資
源抗疫救人，望政府有擔當、早決定。

及早決定推遲立會選舉集中抗疫
關品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