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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照妖鏡
全國政協委員、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葉順興

香港的新冠疫情在7月份再次惡化，至今已有近3,600宗確診個案，38人死亡，而確診個案更連續
多日超過一百宗，情況令全港市民均感到非常擔心。

為優先保障全港700多萬市民的生命和健康，特區政府宣佈引用《緊急法》推遲今年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至明年9月，這可減少因選舉進行拉票、義工助選、投票和點票等的人流聚集，降低增加疫症
散播的風險。但對特區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定，近來經常對國家和香港呈不友善態度的英國和
歐盟先後發表聲明， 「呼籲特區政府重新考慮，並指這會拖延民主授權的更新」。

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全球已有逾70個國家和地區決定押後選舉，其中就包括英國的地區選舉，歐
盟國家中法國和德國的地區選舉，其他還有澳洲的地區政府選舉等，這些國家根據自身疫情對選舉
活動作出不同的時間延後。哪英國和歐盟有否批評每一個推遲選舉的國家和地區的決定？有否指她
們的決定拖延了更新民主授權？英國和歐盟的雙重標準是路人皆見。

香港攬炒派和一些西方國家在批評特區政府時，最喜歡用來說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當中就指出有關權利並不是全無限制，其中公共衛生便是重要的條件之一。第十二條的合
法居留和自由遷徙、第二十一條的和平集會權利、第二十二條的自由結社權利等，這些權利須在符
合 「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

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的
條件下，才不受限制行使。

現時除了美國近5百萬人確診和
近16萬人死亡 「一支獨秀」外，歐洲
國家包括英國有30萬人確診、西班牙
29萬人確診、德國21萬人確診、法國
19萬人確診等，如此慘烈數字的背
後，就是這些西方國家對自身抗新病
毒的自視過高，對保障其人民生命和
健康的輕蔑，看輕中國對全球發出的
嚴重警號。香港特區不能這樣，尊重
生命，抗疫優先。

早前在美國多省發生的抗議黑人
受歧視的示威中，示威者打出最醒目
的 口 號 就 是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生命也是命），在回應英國和
歐盟對香港特區押後選舉的批評
上，全港市民會講： 「港人
生命也是命」。

2 人大政協

全民檢測是戰勝疫情的重要措施
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 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

特區政府宣布，新冠病毒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將於9月1日正式展開。此次全民檢測得以推行，
有賴於中央出手。眾所周知，檢測試劑和檢測人手不足是制約香港全民檢測的兩大因素。為此，國家
衛健委組建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到港協助，試劑也由中央負責，可謂 「出錢、出力、出心」。

反對派為了阻撓全民檢測，編造不少謊言欺騙市民，其中 「DNA送中」更是聳人聽聞，謊稱政
府借全民檢測，收集全港市民DNA，將相關資料直送內地，建立 「全面監控系統」。但事實上，所
有檢測均在香港進行，樣本亦不會被運離香港。核酸檢測是找病毒的RNA，而人類的DNA是序列分
析出基因圖譜，兩者並不相同。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更指出，為病毒化驗所檢取的生物樣
本很少，根本不足以製作人的整個基因圖譜。為提升檢測能力，是次普檢或將多人的樣本混合在一起
進行檢測，如此，分析市民的個人基因圖譜便更不可能。

回顧香港半年多的抗疫經驗，發現一個 「惡性循環」：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防疫措施；措施成效
初顯，各界即要求政府放寬防疫措施，以恢復經濟；措施放寬，普通市民亦因防疫疲勞而逐漸屬於防
護，最終令疫情又反彈。第三波疫情爆發不少個案都源頭不明，特區政府今次下定決心推行，是為了
盡早發現隱形傳播者，截斷隱形傳播鏈，從而早日控制疫情，實現 「清零」。全城 「禁足」14日雖有
效，但副作用巨大，在香港這樣的大都市並非切實可行。全民檢測的影響較低，亦是內地抗疫的成功
經驗，是擺脫這一惡性循環可行的方法。

有趣的是，反對派一邊質疑全民檢測的有效性，另一邊廂卻要求政府資助市民到私家診所檢驗。
有區議員更另起爐灶，發起所謂 「本地民間檢測」，批評政府的免費全民檢測，卻自行搞籌辦極不透
明的收費 「民間檢測」。足見，反對派內心其實深知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唯一出路，不過是為了政
治利益和行業私利而反對罷了。

最近幾日，每日新增確診本地個案下降，顯示最近一個多月的抗疫措施確實有效，但社會各界均
為此做出了不少犧牲。是次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雖屬自願性質，但對抗疫工作意義重大，市民應積
極參與，令香港的經濟活動早日恢復正常。

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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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戰紀念

李世榮：社區普測是一項利己助人，幫助全社會的措施。

潘志成：港區國安法體現寬嚴相濟及精準打擊。

黃偉傑：為教材 「去黃」 助學子 「排獨」

陳建業：國安法的全面落實，是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的 「定海神針」 。

陳博智：禍港份子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得
安寧。

葉順興：促暴徒政客收手勿為抗疫添
亂。

周轉香：宣稱 「自救」 挑紛爭誣衊普檢
礙抗疫。

陶桂英：抗疫是首務，押後選舉是對全
港市民生命健康負責任的表現。

陳平：西方國家不應對疫情押後選舉持
雙重標準。

陳國旗：國安法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
人是 「高懸利劍」；對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則
是保障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 「守護神」。

陳克勤：現時市民處於水深火熱，建議政
府提供更多支援；盡快推出 「健康碼」 ，
並與粵、澳政府加強疫情溝通工作。

羅競成：反華 「國際戰線」 實乃背叛民
族的罪行。

新社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去信特
區政府倡議保護香港抗戰遺址善用本
土源資開展歷史教育，並得到特首辦
回函。

新社聯製作了 「抗日戰爭小故事」 ，讓市民在家中
了解一些香港抗戰小知識。

前事不忘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後事之師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5周年座談會中表示：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
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
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同心同德、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

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原東江縱隊港九
大隊獲退役軍人事務部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曾福、馮芝、曾佛新、賴章、
大嶼山中隊劉春祥等十二位龍鼓洲戰鬥犧牲的英烈。

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簡介（摘自中聯辦港聯部「香港革命史跡」）：

日軍佔領香港期間，西貢是港九大隊抗日活動的主要地區，為紀念抗戰期間
英勇犧牲的港九大隊戰士和西貢民眾，1983年至1984年，游擊老戰士和西貢民眾
發起籌建抗日英烈紀念碑，得到香港各界人上和旅居英國、比利時等國的西貢鄉
村的積極支持，籌款110萬港元。紀念碑園由廣州華南理工學院建築設計院設
計，主體建築包括牌樓、抗日英烈紀念碑、英烈紀念亭、石碑等。原東江縱隊司
令曾生親筆為紀念碑題寫碑名。1989年1月23日，紀念碑園落成。2004年5月，一
尊展示全民族和海外僑胞抗日救亡的大型雕塑《赤子報國》，在紀念碑園內豎
立。後來，碑園內又增加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記事碑。

國家公布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國家公布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
遺址和著名抗日英烈遺址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英雄群體名錄

華泰國際總裁黃磊
名譽會長（上圖）及燕
然基金會主席閆飛名譽
會長（下圖）分別到訪
新社聯，支持新社聯齊
心抗疫。

黃碧嬌：堅定落實
國安法 全面 「清獨」
護港。

鄧開榮：政府押後選舉是順
應民意，優先保障全港700多
萬市民。

羅成煥：政府應切實考慮立法或修例，
規管網上不明眾籌。

陳恒鑌：公務員不應該將個人政治取態
帶到專業中，遵守《基本法》及效忠香
港特區是公務員的基本要求。

何俊賢：歡迎政府於抗疫基金為 「聘有
內地漁工」 的港澳流動漁船提供協助。

劉國勳：健康碼只是健康申報的電子
版，快些推出健康碼，令香港與內地盡
快通關。

莊元苳：無理制裁香港 無異自我 「攬
炒」 。

趙秀嫻：國安法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關心
愛護

雲天壯：政府應完善投票機制 增設電
子投票與境外投票。

感謝各界與新社聯攜手抗疫感謝各界與新社聯攜手抗疫

新界各界大行動新界各界大行動新界各界大行動
支持人大決定支持人大決定支持人大決定
DQDQDQ攬炒議員攬炒議員攬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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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會長梁志祥立法會議員、理事長陳勇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副理事長鄧開榮、副理事長兼總幹事李世榮、法

律顧問周浩鼎立法會議員等，代表新社聯28萬屬會會員、協

助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義工向國家內地檢測支援隊表達

最衷心的謝意，支援隊總隊長李大川和副隊長趙靖接受了鮮

花和心意卡。

新社聯認為，在香港出現反覆疫情，進行大規模社區檢測遇

到極大困難下，中央政府迅速先後派出了600多位核酸檢測支援隊員

協助特區政府推行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幫助了香港能儘快找出更多

隱蔽患者，令參加檢測的市民倍感信心和安

心。

而檢測支援隊日夜工作，不辭勞苦，在短短的11天為香港逾150萬市民完

成了檢測工作，極大地幫助了特區控制疫情，加快推動恢復香港正常生活和重

建經濟的進程，盡顯了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再一次證明國家是香港最大依靠

和後盾。

新社聯和香港市民對檢測支援隊的無私奉獻，患難見真情，進行了不平凡

的工作，心存感激，亦感受到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關懷，藉此對中央政府和國

家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送上真摰的感謝和祝福！普

及

社

區

檢

測

計

劃

感謝各界為民間抗疫防疫出力
新社聯發揮民間抗疫防疫精神，推動籌集和派發防疫物資，與各界共同建造抗疫防線。感

謝以下機構和社會領袖贊助物資，為保護市民出心出力：

中醫藥界抗疫聯盟、河北益澤醫療器械公司、林村廣場、美利飲食有限公司、青島隆菲醫療

器械公司、香港石油化學有限公司、香港義工聯盟、香港善德基金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黃廷方

慈善基金、燕然基金會、Fastway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閆飛先生、魏青先生、程恒超先生、

張大偉先生、蔡旭東先生、魏春曉女士、李應生人大代表等。 （排名不分先後）

新
社
聯
抗
疫
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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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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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振強

關庭蔭

黃玉輝

陳純純

林雲青

胡旭春

蘇天來

陳嘉麗

何錦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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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服務

榮譽會長

羅叔清

張學明

梁志祥

董事會主席

温悅球

副主席

葉順興

羅競成

執行董事

陳 勇

陳博智

陳 平

（BBS,JP,第九至十一屆人大代表）

（GBM,GBS,SBS,JP,第九至十二
屆全國政協委員）

（SBS,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BBS,JP）

（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BBS,MH,JP）

（BBS,JP,全國人大代表,註冊社工）

（JP）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CommunityServicesCommunityServices））Foundation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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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請支持請支持 20212021年年11月月1616日新界區賣旗日日新界區賣旗日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日前，華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CEO、新社聯名譽會長王磊先生，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陳小兵部長一行蒞臨本會，與本會會長梁志祥、理事長

陳勇、副會長陳平親切座談，希望藉著是次會面加強雙方溝通及
交流，並探討未來的合作方向。

華泰國際及漲樂全球通將支

持贊助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於2020年11月至12月在新界各區
進行 「香港新界愛心送暖行動」社區慰問活動，將會向備受社會
暴力及疫情困擾影響的市民、長者和弱勢社群送贈愛心
慰問福袋，傳遞關懷祝福，鼓勵大家同心戰勝
「疫」境。

華泰國際及漲樂全球通全力支持華泰國際及漲樂全球通全力支持
香港新界愛心送暖行動香港新界愛心送暖行動

■■王磊王磊（（前排左四前排左四）、）、陳小兵陳小兵（（前排左三前排左三）、）、梁志祥梁志祥（（前排右二前排右二）、）、陳勇陳勇（（前排左二前排左二））進行會面座談進行會面座談。。

兒童網上才藝大比拼
今年暑假期間新冠疫情再次肆虐，大多數暑期興趣班及戶外

活動無法如常舉辦，小朋友只能留在家中 「避疫」 。有見及此，
本會為鼓勵小朋友善用暑假及活動起來，舉辦 「兒童網上才藝大
比拼」 活動，讓小朋友在家抗疫之餘仍可在網絡上參與活動以展
示才藝。是次活動獲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 大力支持，派出13
位專業的老師組成評審小組，為逾百位小朋友的朗誦、舞蹈、唱
歌及中西樂器演奏等比拼項目進行評分，參加的小朋友都施展渾
身解數，將多年的學習成果毫無保留地在片段中展現出來，為大
家帶來精彩演出。

「兒童網上才藝大比拼」 結果：

吳美慧（10歲）、潘思瑤（10歲）、
黃予菲（11歲）、羅嘉蕎（ 8 歲）

季軍
鄭祺峰（ 5歲）、羅心渘（ 7歲）、
藍心怡（10歲）、郭倬麟（ 9歲）
Choi Ho Yin, Matthew （11歲）

冠軍得獎者
精華片段剪輯連結：

鄭守謙（12歲）
朗誦：我的中國心

Harvey Leung（10歲）
鋼琴：Für Elise

冠軍

徐梓琳（9歲）
古箏：洞庭新歌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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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葉錦洪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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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榮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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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婉婷（區議員）
黃啟進
劉德榮
崔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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