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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派逾萬口罩 舜速照顧少族
建制屢助封區居民 盼互相支持帶出正能量

疫魔無情，人間有愛。近日疫情再

現反彈，特區政府首次動員3,000名

公務員在佐敦劃出「受限區域」協助

居民接受強制檢測。由於區內較多基

層、獨居長者及少數族裔，一班默默

耕耘的建制派地區人士亦在區內提供

援助，由生活所需到工作協調都盡量

提供協助，也有地區人士早半個月已

頻頻派抗疫物資，冀以一點心意，共

同跨過今次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汶濬

連日在區內張羅的食物及衞生局前政
治助理陳凱欣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雖然自己已離開立法會，
但一直心繫九龍西街坊。她說，區內的
基層市民、獨居長者及少數族裔不了解
抗疫資訊，抗疫物資亦不多，以口罩為
例，目前市面雖然供應充足，但每日一
兩個口罩的開支，對他們來說也是負
擔，看到很多來索取口罩的街坊，尤其
是獨居長者，面上的口罩已經戴到「出
毛頭」，可見他們為了節省開支，不斷
重複使用口罩，但同時提升了染疫風
險，「遇到這些情況，我都會叫他們即
場更換，還會多給一包口罩。」

陳凱欣感謝高永文等支持
自油麻地一帶發現小區爆發後，陳凱
欣立即與義工落區派發口罩和防疫物
資，單是這兩周時間，已經派了超過一
萬個口罩，幸得到食衞局前局長高永文
和他們的好友支持，物資尚算足夠。除
派發口罩之外，她亦順道夾上宣傳單
張，提醒街坊做足防疫抗疫措施。
雖然已馬不停蹄，但陳凱欣坦言，自
己面對面接觸街坊的數目始終有限，故
除了落區之外，還會邀請醫生、專家一
起拍攝短片，透過網絡平台，把抗疫防
疫和各種信息廣傳開去。
今次「受限區域」進行強制檢測措

施，陳凱欣表示，無論是受影響的街坊
及全港市民都十分關注，於是在第一時
間落區，在封鎖範圍外，為居民提供協
助，盡量記錄事件的進度，透過社交平
台向大家匯報，讓公眾知道實際情況。
她笑言，雖然已非傳媒人，但仍然「寶
刀未老」。
陳凱欣表示，居民對今次的安排相當

合作，主要因為疫情已困擾大家多時，
希望能夠齊心合力，盡快打贏這場仗，
重過正常的生活。
她表示，自己在忙碌中也收穫了來自街

坊的溫暖，有街坊私信她，互相支持，希
望能夠在抗疫期間，帶出正能量。
同樣全情投入地區服務的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鄭泳舜，也是二話不說全天候留
在區內提供協助。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民建聯在該區服務超過
二十年以上，該區已像他的家，街坊如
親人般，任何問題當然上心。

鄭泳舜：民記熱線響不停
鄭泳舜表示，自月中發現油麻地舊樓

疑似發生小型爆疫，已第一時間向官員
反映，由於區內劏房數目不少，居住環
境相當密集，喉管接駁混亂，擔心出現
傳播問題，故要求政府若發現大廈內有
一宗確診時，該大廈便要進行檢測，特
區政府也接受了有關建議。今次「受限
區域」檢測措施，可能對居民造成不
便，但從街坊反映，大家都希望忍受一
下，盡快成功抗疫，回復正常生活。
由於今次「受限區域」有很多少數族
裔聚居，為讓他們得到最新最快的信
息，民建聯一眾兄弟都第一時間將資訊
翻譯成尼泊爾等文字，並發放給區內的
少數族裔。有見很多少數族裔都是在建
築地盤工作，不能外出直接影響他們生
計，義工團隊亦幫他們聯絡勞工處，提
供合適的解決方法。
「民建聯的求助熱線這兩天響個不

停。」鄭泳舜說，面對疫情，少數族
裔遇到的挑戰亦很大，既然大家生活
在同一屋簷下，就應該互相支持，走
出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和鄭泳舜、油尖旺區議
員孔昭華和前區議員楊鎮華及油尖旺團
隊，昨日一同前往佐敦「受限區域」了解
情況。他們會見傳媒時表示，相信這場首
次封區強檢有不少值得總結和參考的地
方，為日後有需要在其他社區進行圍堵時
提供寶貴經驗，並提醒政府在訊息保密方
面要多加留意，以防有居民提前離開。
李慧琼表示，政府今次為本港抗疫工作

踏出重要一步，相信這場首次封區檢疫有
不少值得總結和參考的地方，為日後有需
要在其他社區進行同類抗疫和圍堵病毒的
手段時提供寶貴經驗，讓工作做得更好。

她促請政府好好總結經驗，繼續優化安排
和配套措施，並完善法例配合實際需要。
她又指，民建聯會繼續做好政府和居民

之間的溝通橋樑，在居民有需要時爭取政
府盡力回應和配合，並提醒政府在訊息保
密方面要多加留意，以確保封區強檢的工
作能有效達至小區「清零」的目標，同時
避免當區居民在封區前提早離開，增加病
毒有機會傳播到其他社區的風險。
鄭泳舜表示，當區居民反映政府檢測的

工作大致暢順，但在溝通和滿足居民要求
方面則有所落差，期望政府日後可以作出
改善。他又指，區內排檔或商店要關門停
止營業，或許會令居民不能上班被扣工

資，甚至區內被檢測未有染上新冠肺炎的
地盤員工都被僱主拒絕上班，故促請政府
當局除了呼籲僱主體諒員工外，亦應當考
慮相關機制作出支援。
民建聯少數族裔委員會主席孔昭華表

示，因「受限區域」有少數族裔居民居
住，有收到部分少數族裔求助，民建聯團
隊也盡可能向政府反映並得到解決。

食物包多肉 宜留意少族素食者
社區主任楊鎮華則指，今次安排在周六

及周日進行封區，確實較平日理想，大家
都期望把對居民的影響減至最低。他舉例
說，有收到居民對食物包方面的意見，不
少尼泊爾裔居民是素食者，但食物包多為
肉類罐頭，期望政府日後實施相同措施
時，要特別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家好）特區政府
日前動員數千名人員在佐敦「受限區域」
協助約萬名居民接受強制檢測，工聯會會
長吳秋北、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及九龍東總
幹事鄧家彪日前分別在社交平台發文，指
是次「受限區域」全員檢測證明政府的行
政能力、執政意志都在提升，促請政府向
受影響僱員提供津貼，並呼籲僱主體諒因
封區未能上班的僱員。

吳秋北：證政府行政能力升
吳秋北表示，香港今次得以實施「受限

區域」全員檢測，五大紀律部隊調派人手

支援政府協同作戰，力求兩日內檢測約萬
人，證明政府的行政能力、執政意志都在
提升，認為這對抗疫絕對是好事，對香港
更是好事。

麥美娟：首封區難免「甩漏」
麥美娟表示，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行使

法例第599J章《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
人士強制檢測）規例》封區，難免會有些
許「甩漏」。不過，在檢討過程之前，她
認為應先感謝參與這個工作的所有人員，
即各紀律部隊、檢測團隊、醫護人員、民
政處等所有公務員和義工，及區內居民的

配合和忍耐，並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市民
可恢復正常生活。

鄧家彪盼勞資雙方互諒互讓
鄧家彪表示，政府就佐敦指明「受限區

域」強制檢測，當中有工友告知他因此無
法如常上班的情況，擔心會被扣薪、懲
罰，甚至可能被解僱。
就此，他呼籲僱主體諒因封區未能上班

的僱員，因為員工也是處於被動狀態，加
上過去一年僱主僱員共同於逆境中尋求生
存空間，故希望勞資雙方盡力互諒互讓，
互相支持，撐過疫情。
工聯會亦促請政府向受影響僱員提供津

貼，避免突然而來的封區和被停工的情
況，進一步影響勞工及其家人的生活。

工聯促向受影響僱員發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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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倡做好保密 防居民提前離開

●李慧琼率
民建聯團隊到
佐敦「受限制
區」為市民及
工作人員打
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陳凱欣派口
罩給街坊。

陳凱欣
fb圖片●鄭泳舜日前落區向新填地街附近排檔派口罩。 鄭泳舜供圖

夏博義剛當選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即大肆抹黑香港國安法，更聲言特區政
府應修改香港國安法條文云云。夏博義
完全無視正是黑暴「港獨」「攬炒」香
港，才令中央出手幫助香港撥亂反正這
一基本事實，扭曲、污衊國安法及相關
機構的職責，以偏執的政治立場解釋國
安法，並持雙重標準，對英國干預香港
司法從不出聲，卻罔顧國家憲制秩序妄
言修改國安法條文，這種以政治凌駕法
律的言行，本身就是在損害香港法治。
夏博義及大律師公會若不及時回歸法律
專業，必將在政治化泥潭中越陷越深，
自絕於香港法治。

「香港人權監察」創會主席、資深大
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剛當選香港
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即抹黑香港國安
法是「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引進內地
制度的」，更聲言特區政府應修改香港
國安法中「明顯」與基本法或法治精神
「牴觸」的條文。這番言論無視基本事
實和因果邏輯，挑戰否定國家憲制制度
和秩序，嚴重誤導市民，與一個資深大
律師和法律界專業組織應秉持的法律專
業精神背道而馳。

在攬炒派「違法達義」等歪理煽動
下，2019年爆發的連串黑暴事件，重創
香港社會和法治秩序，香港成為國家安
全的突出風險點與短板。危急時刻，中
央果斷出手在港實施香港國安法，令香
港由亂向治、正本清源。香港法律界人
士不會不知道國安法產生的時代背景，

夏博義身為大律師公會主席，不去釋除
部分市民對國安法的誤解，反而對國安
法進行政治抹黑，這樣的作為明顯背離
大律師公會法律專業團體的角色。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的條文符合基本
法和法治精神，國安委和國安處皆有相
應職責並會依法辦事，夏博義的偏頗言
論，反映他對香港國安法缺乏基本認識
和尊重，而其出言抹黑執法者，更令社
會震驚及失望。更令人驚訝的是，夏博
義竟無視法律位階常識，認為香港國安
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是「香港
制度的缺點」，這是赤裸裸的挑戰國家
憲制秩序、煽動司法獨大僭越中央。

夏博義過往言行激進，更在黑暴期間
與攬炒派同聲同氣，處處以政治掛帥。
香港大律師公會近年日陷政治化深淵，
在立法會大樓被暴徒攻擊、黑暴分子
在機場非法集結時，公會聲明對暴力
行為輕描淡寫，對暴徒向市民施暴、
律師被私刑等視而不見，日益成為一
個只問政治立場、不問法律專業的組
織。最近英國干預香港司法，夏博義
及大律師公會不發一言，反而對香港
國安法作政治性解釋和歪曲，充分暴
露其雙重標準，以政治凌駕專業。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已構建起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屏障，不容任何挑戰國家憲
制秩序、危及「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
遠的行為發生，夏博義及大律師公會要
看清形勢、回頭是岸，不要在政治化的
泥潭中越陷越深。

夏博義和大律師公會深陷政治化泥潭
油麻地佐敦部分「受限區域」，前日凌晨起

被圍封超過40小時後，到昨日傍晚局部解封，
居民只要出示陰性檢測報告就可以外出。兩日
來檢測了超過7,000個樣本，至少驗出13個確診
個案，市民總體反應正面。

今次局部實施禁足令配合強檢令，對經歷了
一年戰疫的本港而言，是抗疫工作一次突破性
的嘗試，也是對未來抗疫工作的一次有益探
索。政府只要下定決心、全面統籌、積極動
員，是可以找準問題、對症下藥、克服困難，
令香港抗疫工作中他律不足的弱項逐步得到補
強。政府要盡快總結今次局部實施禁足令的得
失，打一仗進一步，盡可能把禁足配合強檢的
控疫工作做到完善，摸索出適合香港實際情況
的抗疫模式。

本港過去一年的抗疫工作，他律不足、措施
猶疑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禁足令月前獲行政
會議通過後，也一直未見實施。有意見是，禁
足會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會引起
很大反彈，政府部門也沒有信心做好生活配套
工作，等等。但從今次油麻地佐敦部分地區圍
封強檢的實際情況看，即使在信息發布、生活
配套、統籌協調、周密程度等方面，還有很多
可改善之處，但總體而言展現了一定的跨部門
合作能力，整個圍封強檢工作基本有序進行，
為尋找源頭、切斷區內隱性傳播鏈打下基礎。
這次嘗試說明，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政府下
定決心以動態清零為目標，就可以找準問題、
作出針對性部署，即使初步說不上完美，也是
難得的第一步。

在今次圍封強檢過程中，大部分市民展現了
對做好抗疫工作的一定理解和承擔，能夠理性

對待，配合和支持封區措施。經過了過去一年
四波疫情的反覆折騰，必須控疫成功才能有經
濟和生活的復常，已經成為香港的主流共識，
大多數市民願意承受一時的不便，為抗疫盡一
分力。這是香港未來做好抗疫工作的重要基
礎，也是政府需要倚重的民意力量。

抗疫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在今次局部圍
封強檢的過程中，政府跨部門動員了3,000人，
警方、消防、民政事務等部門和民間地區力
量，配合衞生署人員，在現場展開圍封、快速
強檢、洗樓以及生活保障等工作，顯示了跨部
門和官民合力抗疫的意志和能力，參與者盡心
盡力的熱誠態度和辛苦付出值得充分肯定。正
如財政司司長所言，政府正致力採取各樣措施
控制疫情，力求盡速把疫情遏止，盡快及最大程
度恢復市民生活、出行、照顧家人及工作的空
間。這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務，政府各
部門乃至社會各界都應該通力合作為之奮鬥。

在過去一年全球的抗疫工作中，內地在圍封
抗疫上有着豐富和成功的經驗，每逢有地區爆
發局部聚集性疫情，政府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圍
封地區，然後展開大範圍的檢測排查，只要動
作迅速、力度足夠，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動
態清零，從而讓地區居民恢復正常生活。事實
證明，這種做法相比疫情沒完沒了地爆發下
去，總體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會小得多，是保
障了而不是侵犯了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自由。
本港的抗疫工作正是要借鑒各種成功經驗，結
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加強強制性的他律措施，
在全港其他疫情較嚴重的區域盡快實施禁足強
檢措施，並在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改善操
作，才能走出一條成功清零之路。

抗疫打一仗進一步 總結經驗擴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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