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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做足防疫 學生開心復課
小四生：會保持社交距離 家長關注教師有否接種

復活節假期

後，部分學校

昨日起陸續復

課，其中包括

早前有11名學生需要檢疫隔離的北角番禺會所華仁小

學。該校指，有關學生已完成檢測，結果屬陰性，昨

已安排小三至小六學生回校；而有班級要檢疫的小一

及小二則將於今天復課半天。該校不少學生都對可以

回校上課感開心，家長則關注教師有否定期進行病毒

檢測及接種疫苗，以保障師生健康。另有「全員定期

檢測」學校更已全校復課半天，校長指會嚴格執行防

疫措施，減少校內感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教育局上月底宣布，所有幼
稚園、中小學、補習學校

等可於學校復活節假期後，按校
本需要安排不多於全校三分之二
學生回校上半天課；全校教職員
若能定期檢測，學校更可安排全
校恢復半天面授課。番禺會所華
仁小學昨日率先恢復面授課堂，
早前該校有足球教練確診，故有
11名學生及3名教練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需要檢疫。不過，相關個
案似乎未有造成太大影響，昨晨
7時許，陸續有家長帶學生回校
上學，雖然部分孩子睡眼惺忪，
不過，亦有學生難掩雀躍之情。

「一直希望能和同學玩」
該校小六生何同學與小三的弟
弟一同上學，何同學說，學校昨
日先安排小三至小六同學回校上
課半天，「由於我們考完呈分
試，所以一個星期回校一天，其
餘時間都會上網課。」他引述老
師指，校園已經完成消毒程序，
自己也會準備好幾個口罩及搓手
液，保障個人衞生。
小四生李同學表示，「很久沒
有上學，一直希望能和同學一起
玩、聊天，現在很開心！」他提
到，家人也提醒他要勤洗手、與
其他學生保持社交距離，他會牢
牢記住。

家長：網課不及面授課
兒子就讀四年級的家長翁先生
認為，「上網課的成效始終沒有
面授課程那麼好，過去一整年很

多時間都在上網課，家長很辛
苦，還要注意孩子有沒有偷懶，
現在能回校上學總算鬆一口
氣。」他希望疫情能完全消退，
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被問到是否支持教師進行檢測

及接種疫苗，他認為教師經常接
觸小學生，所以亦鼓勵他們響應
政府措施。
孩子就讀三年級的家長王先生

表示，雖然早前該校有足球教練
確診，「現在其他孩子都做好了
防疫準備，學校也十分重視的，
所以也不太擔心。」
他說：「每天都會提醒孩子做
好防疫準備，並在書包裡準備好
口罩等用品。」另有家長亦大力
支持學校安排教師打疫苗及定期
進行檢測，「起碼師生會多一些
保障！」
培僑書院昨日亦結束復活節長

假期，校長吳育智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假期後恢復面
授課堂的情況如常，由於已經安
排全校的教師每兩個星期進行病
毒檢測，故全校學生已可回校上
半天課。」他表示只要與教師、
家長等各個持份者保持溝通，行
政流程自然順利。
吳育智續說，學校已於復活節

期間安排工友進行透徹的清潔及
消毒工作；校方亦會一如既往執
行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學生入校
前量度體溫、消毒雙手，並於小
息期間進行人流管制、禁止學生
攜帶食物，以減少飛沫傳播風
險。

香港有研究發現，確診新
冠肺炎幼兒病毒載量及帶活
性病毒比例偏高，極具傳染
性，而大多更是沒有徵狀，
成為「隱形傳播者」風險不

容忽視。幼稚園昨日開始可安排最多三分之二
學生上面授課，負責研究的中大醫學院微生物
學系系主任陳基湘表示，校方應了解學童可能
是隱形傳播者，如發現不尋常，應安排個別班
別，甚至全校師生接受檢測。
中大醫學院研究團隊早前在超過1.75萬個檢

測新冠病毒的糞便樣本中，成功識別22宗確
診個案，當中超過九成為6歲以下幼兒，沒有
徵狀的「隱形個案」佔超過70%。
陳基湘昨日表示，確診幼兒持續帶活性病毒

的時間可以十分長，其中一個案的糞便持續帶
活性病毒達36天，這些因素都顯示受感染的
幼兒更容易將病毒在社區傳開，是防疫措施中
值得關注的一群。
他表示，由於現時強制檢測安排下，6歲以

下兒童可獲豁免，建議未來可按需要一併要求
他們納入強檢範圍。惟他亦指，6歲以下兒童
只適宜接受糞便檢測，現時主要由中大醫學院
或衞生署提供測試，名額不多，亦未必即日有
結果，若有需要擴大服務量，當局宜做好資源
分配。
對於應否要求學生回校前接受檢測，陳基湘

認為，學生人數眾多，亦有不少行業需要檢
測，做決定時要平衡檢測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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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易成「隱播者」校方須留神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4月15日是我國
第六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亦是
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後的第一個「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為讓市民認識總體

國家安全觀及其豐富的內涵，以及香港國安法
對維護國家安全、完善香港特區國家安全體
系，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
港」等方面的重要性，特區政府定於2021年4
月15日至5月2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3號展
城館舉辦公眾教育展覽，歡迎市民踴躍參與。
是次展覽毋須登記，巿民可於展覽期間的下

列開放時間，到展城館親身細閱及體驗各項有
關國家安全的多媒體資料：
星期一至四：10:00至18:00
星期五、六、日及公眾假期：10:00 至 19:00
星期二（4月20日及27日）：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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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定於本月15日至下月初在
中環愛丁堡廣場展城館舉辦「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2021—公眾教育展覽」。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fb專頁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自稱是「教育專業團體」的
教協，卻一直站在「縱暴」最前線，去年更成
立所謂「援助基金」大搞眾籌包庇失德「黃
師」。網媒《點新聞》記者近日走訪教協位於
旺角的「有為圖書坊」，發現書坊公然出售大
量被指美化黑暴的書籍。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
昨日對此批評教協售賣這些書籍，肆意挑戰政
府底線，荼毒教師和學生。他並敦促政府要正
視此事並作出規管。
穆家駿昨日接受《點新聞》訪問時表示，教
協不單是一個教師工會，更是一個政治組織，
經常打着出版自由、學術自由的名義，透過自
己的會所，宣揚反對執政黨、反政府的書籍和
文宣。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社會逐漸穩定的
情況下，教協仍要售賣這些書籍，肆意挑戰政
府底線，荼毒教師和學生。他敦促政府要正視
此事並作出規管，若有書籍確實涉及顛覆國家
政權，需要由警方國安處及時處理。

教協肆意售「獨」書
教聯會促正視規管

●早前有11名學生需檢疫隔離的北角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昨日率先復課，全校三分之二學生回校
上面授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家長翁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何同學兩兄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家長王先生（左）及就讀小三的
兒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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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羅湖沙嶺興建「超級殯儀
城」的議題備受關注，引起不少爭議
和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港深同城發展的大背景下，在毗鄰深
圳商業鬧市區的本港邊境地區繼續興
建「超級殯儀城」，顯然已不合時
宜。特區政府應站在互利共贏的更高
視角，審時度勢，重新審視邊境土地
的發展意義，重新規劃有關土地用
途，既順應兩地民情民意，更物盡其
用，善用邊境黃金地段，配合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及港深合作的發展所需，
為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推動創科和商
貿發展注入新動力。

特區政府於2012年提出在沙嶺興建
殯儀城，選址原因是該地遠離本港市
區，居住人口稀少，加上當時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概念尚未形成，做出項目
構想尚可以理解。但是，時移勢易，
近年包括落馬洲河套區在內的大灣區
發展已如火如荼推進，而沙嶺地處羅
湖及文錦渡中間，距離深圳羅湖中心
商業區不過數百米，屬於港深交融發
展的黃金地段。在大灣區融合發展的
核心區建造大規模的殯儀城，顯然已
經不適合經濟、社會發展的轉變，難
免引起各方的質疑。

2019年中央政府公布《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支持落馬
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毗鄰的深
方科創園區建設，共同打造科技創新
合作區，建立有利於科技產業創新的

國際化營商環境，實現創新要素便捷
有效流動」。本港創科界學者、專業
人士均指出，沙嶺毗鄰深圳，亦與正
在發展成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河套相
當接近，隨大灣區規劃發展，深圳
河一帶將是重點合作區域，特區政府
應更新思維，進一步釋出邊境土地，
以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科園作為基
礎，沿深圳河南岸分階段發展成為香
港科創園區和相關人才配套設施，才
能有利本港融入大灣區以及加速本港
創科發展。

更進一步看，土地問題是造成本港
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之一，更要善用土
地化解矛盾，而非製造新矛盾。深圳
方面提出在羅湖打造「大灣區免稅
城」、「國際醫療中心」等規劃，本
港有熟悉北區的立法會議員亦建議，
沙嶺用地可配合蓮塘口岸等一帶土地
重新規劃，發展智能物流等產業，並
將之輻射至整個大灣區，同時發展公
屋項目、提供就業配套，讓每一寸土
地都得到合理使用。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沙嶺原
來定址建殯儀城有歷史原因，今天本
港仍要解決龕位不足的迫切問題，但
隨着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特區政
府宜重新規劃沙嶺土地用途，將殯葬
服務遷至其他距發展核心區較遠的區
域，釋放港深之間的黃金地段，滿足
發展經濟、改善居住的需要，造福兩
地民眾。

審時度勢重新規劃邊境土地用途
國家衞健委昨日發出通知，內地合資格港澳居

民可免費接種國產新冠疫苗。這既體現了國家對
港人一以貫之的關愛，亦可以為兩地控疫通關創
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目前，內地已把疫苗接種當
成今年頭等大事來高效推進，美歐等國近日亦宣
布全面提速疫苗接種，決心今夏建立全民免疫。
各國各地競相加快疫苗接種，皆因疫苗普及接種
已成經濟復甦、社會復常的關鍵要素。本港已有
部分企業為接種疫苗員工提供有薪假甚或現金補
助，增加員工接種疫苗誘因，政府更應積極作
為，以更多手段鼓勵疫苗接種，把提速疫苗接種
當成控疫的頭等大事來抓。

按照國家政策，持港澳居民居住證或內地醫保
參保憑證的港澳人士，可免費接種國產新冠疫
苗，在內地學校工作、讀書的港澳師生亦獲得與
內地師生同等對待；一旦接種後出現異常反應，
救治和補償政策與內地居民一致。這些措施顯
示，從中央到內地各級政府把居於內地的港澳居
民完全當成一家人，全面關顧他們接種疫苗的需
求，有利於兩地民眾攜手抗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6日發布預測，指中國
是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中國將
貢獻全球五分之一的GDP增量，而今年全球經濟
將增長 6%，這是 40 年來全球經濟的最快增速預
測。IMF看好中國及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
正是抗疫能力、疫苗接種速度。IMF同時指出，
最有可能陷入緩慢復甦的，是那些難以獲得新冠
疫苗的新興經濟體。英國《金融時報》與布魯金斯
學會近日合作發布的報告指出，2021年經濟成功
的主要驅動力是控制疫情的能力。彭博經濟學家
卡曾（Maeva Cousin）亦表示，疫苗接種推進緩慢
將帶來高昂代價，預計限制措施每持續一周，就

會造成相當於歐盟本地生產總值3%的損失。
正因為看到疫苗接種是挽救經濟的不二選擇，

美歐不約而同宣布全面提速疫苗接種。美國總統
拜登宣布，提前兩周即4月19日讓全體成年人獲
得接種資格。美國至今已接種1.67億劑疫苗，約
40%的成年人接種了至少一針。歐盟近日宣布大
幅改善疫苗接種計劃，計劃在夏季結束前70%的
成年人獲得免疫，6月底達至全民免疫。

內地更把疫苗接種當成今年頭等大事，「應接
盡接、應快盡快、應多盡多」，目前內地疫苗接
種正按每天1,000萬人的速度在遞增，截至4月6
日，北京累計接種 1,083.87 萬人、接種率已達
50.32%，4 月底接種率將達到 70%、實現群體免
疫；廣東省則以「區分梯次、板塊輪動」接種策
略全面提速疫苗接種，優先要求廣深等5個重點
城市推進全人群接種。

對比之下，本港疫苗接種的速度令人憂慮。目
前本港有51.6萬人接種第一劑疫苗，其中約14.36
萬人接種第二劑疫苗。按現在每天近4萬人的接
種速度，實在很難在今夏與內地大城市和歐美同
步達到建立免疫屏障的70%接種率，亦意味着本
港難以憑疫苗接種率與內地、歐美恢復正常的旅
遊、經貿往來，本港經濟仍要在低谷徘徊，失業
率也難以在短期內改善。

目前本港已有一些僱主開始主動作為，鼓勵員
工疫苗接種，有旅行社為員工提供每針100 元的
現金補助；有連鎖餐廳準備數十萬元，讓接種疫
苗員工享有兩日有薪假期。特區政府實在應該凝
聚更多積極力量，廣泛借鑒各國提速疫苗接種做
法，加緊「疫苗護照」等措施商討，提供更多更
強的誘因，提升各行各業接種積極性，透過疫苗
接種有效控疫，本港經濟民生重振才能有望。

更多手段鼓勵接種疫苗 經濟民生重振才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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