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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協

一圖解讀
一圖讀懂
全國人大常委會
工作報告

一圖讀懂
《政府工作報告》

突破官僚思維 靈活打好疫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第五波疫情迅速蔓延，確診市民
努力做好家居隔離，卻得不到及時支援，
政府熱線打不通，家中藥物糧餉短缺，最
終只能靠社區團體走出困境。今次疫情暴
露了政府官僚制度彈性不足，當局今後必
須好好檢討如何加強社區治理能力，包括
研究設立支援基金，藉此擴大基層社團對
市民的服務，促進社會和諧。

新社聯（新界社團聯會）會長

第五波爆發兩個月，惟特區政府連番錯
過時機，政府專家推算，全港約有15%人已染
疫，醫療系統早已爆煲，確診市民徬徨無助。
據傳媒報導，即使是孕婦全家確診，她與丈
夫及兩名幼童在家困守逾兩周，依然得不到
當局支援，最終只能靠社區團體出手相助。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支援香港
抗疫工作時，要求特區官員要勇於擔當、

梁志祥

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惟
不少市民大惑不解，香港擁有約18萬
的龐大公僕團隊，為何不能抽調部份
公務員應急支援抗疫工作，這樣至少
能幫助接聽熱線電話、向緊急求助個
案派送物資等。
奈何政府態度僵化，反之不同社
區團體已先後統籌數以十萬計義工
「貼地」抗疫。例如
本會的社會服務基
金，早前獲中國銀行（香
港）資助，緊急向新界九
個地區的有需要人士送上
防疫物資包。近期，本會
又聯同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和九龍社團聯會，響應由
邵氏基金會贊助的抗疫活

動，協助派送1萬個抗疫關愛包予需要緊急
援助抗疫的家庭。
非常時期，非常手段，我們盼望當局
能突破官僚思維，靈活動源人手，打好疫
戰。在香港走出第五波陰霾後，當局也必
須汲取教訓，提升對基層社團服務的支
援，一起編織好社區保護網，造福人民。

中央援港 「滿月」
愛的點滴充滿大街小巷
全國政協委員

新社聯（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兩會分享

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月中旬就支援
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提出三個 「一切」、兩個
「確保」，即 「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
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
社會大局穩定。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幫
助香港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一個月後的今日，中央的支持與關懷充滿香港的大
街小巷。大到援助興建多個社區隔離設施，小到供應港
人餐桌上的一葷一素，令我們切實體會到祖國是香港最
強大的後盾。
床位不夠，中央援建社區隔離設施。最先交付的青
衣方艙醫院用時僅7天竣工，建築人員加班加點趕工、毫
無怨言，只希望盡快讓輕症患者住進來，保障他們及家
人的生命健康。陸陸續續，越來越多的社區隔離設施成
功交付，本月內會有2萬個床位可投入服務，中央用 「中
國速度」詮釋著對香港的愛。
物資不夠，中央照單全收。香港出現 「天價菜」
「貴價肉」，中央不斷增加由內地進口本港的鮮活食品
供應；網傳封城的假消息引起市民恐慌、人云亦云，爭
相搶購藥物至脫銷，中央捐贈大批抗疫中成藥；日前特
區政府將物資需求以清單形式提交中央相關部委，中央
照單全收，提供醫院病床、空氣淨化機、口罩及快速測
試等物資，中央多管齊下保障著港人 「菜籃子」 「藥箱

葉順興

子」。
物流受阻，中央
開通跨境陸路、水
路、鐵路，確保 「條
條大路通香港」，確
保 為 香 港 「雪 中 送
炭」不受阻。廣東省
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積
極與香港展開對接工
作，終於，供港物資
穩定、本港市場穩定、民心亦穩定了。
醫療人手不足，中央派出內地醫療團隊人員，陸續
分批抵港協助治療新冠病人。確診數字居高不下，香港
看似先進的醫療系統在新冠病毒面前不堪一擊，早已超
出負荷，前線醫護人員承擔著極大工作壓力。內地醫護
人員 「捨小家 為大家」來到香港，迎接他們的又何嘗
不是高強度的工作和巨大的壓力呢？但他們毫無怨言，
一心只為幫助香港迅速防控疫情，降低感染率、重症
率、死亡率，一心只想守護750萬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
以上，都是這一個月裡來自中央對香港的愛與支
持。中國文化講究含蓄之美，母親甚少會通過語言表達
對孩子的愛，令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懷疑媽媽
的愛，但跬步終至千里、小流終成江海，祖國母親對香
港源源不斷、點點滴滴的愛，相信無需多言，足以讓千
千萬萬的香港兒女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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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協

2022年陳勇人大代表
在兩會期間的建議

1. 建議儘快建立永久性 「中國香港抗戰歴史紀念館」
及 「中國共產黨展覽館」
2. 關於建立茶葉綜合評價標準

5. 繼續加強力度打擊非法捕魚
促進我國茶產業高品

質發展的建議

6. 創新社保體系，為香港居民在內地就業提供政策便利
7. 持續提升國家的文明和友善形象全面禁止食用貓狗

3. 關於盼望中央支持香港政府大力推動華僑政策並成
立僑務辦公室的建議

4. 設立大灣區社工薪酬標準 完善內地社工工資水準

8. 完善措施便利兩地牌車主
9. 關於支持愛國愛港新媒體發展

促進青少年人心回

歸的建議
10. 關於老齡事業發展及養老行業發展的一些建議
11. 建議拓寬 「香港本地畢業生」 和 「內地來港畢業生
並持IANG簽證」 的就業支持，以 「粵港澳大灣區」
為主要試點，通過與企業交流促進畢業生就業機會
和鼓勵灣區人才互通。
12. 關於支持實施《中國長江流域油菜產業經濟帶戰
略》的有關建議
13. 關於推進我國特色藥物自證參比製劑審批工作的建議
14. 繼續完善港澳流動漁民疫情常態化生產措施以及推
動流動漁民于疫情下升級轉型
15. 關於支援中國企業海外建設鉀肥生產基地的有關建議
16. 關於啟動 「粵港澳大灣區安居計畫」 破解香港住房
難題的建議
17. 建議加大港媒與內地合作，向海外傳播我國共同富
裕實踐成果
18.建議推廣香港經驗建立自然災害與假期自動掛鉤機
制，降低極端天氣災害風險

京 港 連 線

兩 會 剪 影

抗 疫 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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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防疫

感謝各界捐贈物資

疫苗
接種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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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資訊

人大政協及全國團體代表界別領袖與行政長官
舉行網上面對面交流
人大政協及全國團體代表界別領袖今日與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舉行網上
面對面會議，就應對第五波疫情、復甦疫後經濟民生，以及促成兩地有條
件嘗試通關等議題交流意見。與會代表希望特首林太領導的全體公務員，
在中央政府 「有求必應」 的支援下，更加給力抗擊疫情，又認同政府推出
新一輪 「保就業」 計劃有助市民 「保飯碗」 ，並關注香港是外向型經濟，
必須部署好在疫情放緩時盡早爭取對內、對外逐步有條件通關。
是次會議由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兼新社聯理事
長陳勇統籌，逾60位人大政協及全國團體代表界別領袖參與，當中15名
代表委員發表建議意見。特首林太認真聽取並有針對性的回答了各位代表的意見，雙方坦
誠建議，產生了建設性對話和交流。
多名領袖促請特區政府善用第五波疫情的經驗教訓，包括建立香港專家和內地專家交
流互通的恆常機制。同時，今次中醫藥業界在抗疫戰中發揮重要作用，期望政府日後也能
提出具體政策，支持中醫藥界的發展和強化相關宣傳。

「與財政司司長面對面
與財政司司長面對面」
」網絡會議
社

壇
論
區點

2022年1月24日由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
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兼新社聯理事長陳勇統
籌，華潤資本及潤維創坊全力支持的 「與財
政司司長面對面」 網絡會議圓滿舉行。是次
活動邀得財政司陳茂波司長親自擔任網上嘉
賓，實時與全國界別代表互動交流。

局
務
事
地
內
及
與政制 會議
上
網
舉行

新

事
故
疫
界抗

善用國家支援 抗疫紓解民困
新社聯（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陳建業
為抗擊本港第五波疫情，國家主席
習近平強調抗疫 「壓倒一切」 ，中央和
內地省市出錢出力支援香港，特區政府
亦已引用《緊急法》，並向內地試行直
接聘用臨時合約照顧員，以應付疫情下
醫護檢測人員和院舍人手嚴重短缺等問
題，務求為疫戰注入動力，穩定民心。
第五波確診人數幾何級飆升，本港

無論是抗疫前線人手、醫療設施，以致
隔離措施等均嚴重不足。面對嚴峻的疫
情，國家衞健委疾控局重申，中央政府
全力支持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兩批內地
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專家已抵港，
內地援助的8間方艙醫院正在密鑼緊鼓建
設。
除了中央力挺香港抗疫，本港前線

人員堅守崗位，同樣令人動容。奈何疫
情已令醫療系統 「爆煲」 ，有醫護工會
反映現時人手失衡，夜更僅得數名護士
照顧約百名病人，有病人甚至一兩日未
獲換片。另一邊廂，救護員一天 「直
踩」 十六個小時，顧不上吃飯或上廁
所，安老院舍猶如在 「戰時狀態」 ，不
少員工確診令人手更緊絀。
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已引用《緊急
法》，為疫下盡快引入內地醫護及檢測
人員打開方便之門。社署亦將緊急向內
地試行直接聘用1千名臨時合約照顧員，
為期3個月；並決定有時限地放寬 「補充
勞工計劃」 部分規定，包括彈性批准輸
入護理員的數目等。
香港奉行 「一國兩制」 ，惟面對百
年一遇的世紀疫病，我們必須靈活變
通。儘管有人政治掛帥，宣稱中央出手
相助會削弱香港 「自治」 云，但最重要
是普羅市民不僅要嚴防新冠病毒，更要
防範政治病毒。唯有實事求是向中央緊
急求援，善用國家力量遏止疫情，這才
是真正急民所急，解民所困的表現。

#黃偉傑

#温和輝

#羅瑋

6

社會服務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建議的第二項過渡房屋項目獲批

預計2023
預計
2023年底供逾
年底供逾2700
2700位住戶入住
位住戶入住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建議的第二項過渡房屋項目，位於元朗牛潭尾

地 點

南真善路的項目日前獲運輸及房屋局 「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
資助計劃」 評審委員會通過，預計將提供約1208個單位，最多約2700人受惠。

單位及住戶數目

香港面對房屋供應緊張的問題，面對公營房屋供應不足和大幅滯後的困
境，而政府現時尚未能有效簡化及加快土地開發及運用程序，本會急市民所

有住屋需要人士改善生活質素。

預計約1,208個單位，可供逾2700位住戶入住
初步計劃興建6幢4層高住宅樓宇及
2幢2層高服務大樓

項目數據

急，參與及支持政府推動過渡性房屋項目，為正長期輪候公屋或居於不適切房
屋、居住環境惡劣的基層市民，提供可負擔過渡性社會房屋，以盡快協助這些

元朗牛潭尾真善路

預計工程開展日期

2022年第4季

預計竣工日期

2023年第4季

香港的樓價和房屋租
金長期高企，熱切期望政
府持續審視更新香港房屋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Community Services）
Services） Foundation

二零二二年 第 1 期
榮譽會長

（詳情請參考運輸及房屋局網頁）

政策，從最根本的大力拓
地、增加供應以至調節市

羅叔清

（BBS,JP,第九至十一屆人大代表）

張學明

（GBM,GBS,SBS,JP, 第 九 至 十 二
屆全國政協委員）

梁志祥

（SBS,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第五至六屆立法會議員）

温悅球

（BBS,JP）

葉順興
羅競成

（BBS,MH,JP,全國政協委員）

陳

（BBS,JP,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註冊社工）

場需求與樓價，並更多地

董事會主席

為不同承擔能力的市民考
慮，提供不同類型住屋以

副主席

滿足市民的置業需求及願

●梁志祥日前與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民到元
朗了解社區情況。

望，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
能安居樂業。

（BBS,MH,JP）

執行董事
勇

陳博智
陳 平
呂 堅
莊元苳

（JP）

（MH）
（MH）

中銀香港資助
向新界九區市民送出5,000份防疫物資
香港第五波疫情漸趨嚴峻，為幫助基
層市民抗擊疫情，中國銀行（香港）資助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緊急推出
「新界同心抗疫顯愛心2022」 ，向新界九
區的有需要人士送上防疫物資包，關愛長

捐贈物資支援安老院舍應對疫情

者 、 弱 勢 社 群 等 人 士 ， 惠 及 5,000 戶 家
庭。
防疫物資包有病毒快速檢測套裝、個

因傳播力更強的新冠變種病毒肆虐香港，引發的第五波疫情造成大批院舍長者

人及家居消毒清潔用品、口罩等防疫必需

院友和員工染疫，院舍面對的困難和照顧壓力因而大增。為緊急支援安老院舍應

品，由義工及工作人員協助分發及上門送

對疫情，本會送上由各界捐贈和募集的抗疫物資，包括中藥包、口罩等物資，

出到新界元朗、屯門、荃灣、葵青、離

保護院舍院友及員工。

島、西貢、沙田、大埔、北區等地區，聯
繫及派發過程中若發現有需要進一步支援
及跟進的個案，將盡量提供轉介及協助。

劏房服務隊（新界西）「疫境送暖」 抗疫物資送贈計劃
疫情爆發，民生經濟大受影響，本服務隊幸得 「灣區安全應急產業創
新聯盟」 與 「香港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捐贈抗疫愛心禮包，為新界西劏房
戶緩解燃眉之急。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9字樓A室

26530188

26507528

info.ntascs@gmail.com

ntasc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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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青年聯會

Federation of New Territories Youth

主 席
譚鎮國
副主席
李家良
陳浩庭

王聰穎
徐君紹
盧婉婷（區議員）
崔景恒 麥成灝

廖宇軒
黃啟進
劉德榮

新界青聯發展基金會

TheFederationofNewTerritoriesYouth FoundationLimited

董事會成員
王聰穎 黃偉傑MH
劉建玲 徐君紹 麥成灝

青年委員會

YOUTH COMMITTEE
主 席
王聰穎
副主席
李家良 徐君紹 陳浩庭

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9字樓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海樓地下101-108A室

26529123

26522269

info@fnty.org.hk

www.fnty.org.hk

新界青年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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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抗疫
物密送

萬眾齊派防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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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防疫

並非取代全民強檢

林鄭月娥昨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強調，
特區政府的立場一直沒變，認為實行全
民核酸強檢仍是達至清零的最有效方
法，但在何時進行仍須視乎時機和能
力。特區政府一直有進行兩方面工作，
包括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能力，以及加
強推廣使用快速抗原測試劑進行自我檢
測。

倘快檢陽性須申報

在快速檢測方面，林鄭月娥表示，自
市民可自行申報陽性結果，目前逾 110

萬宗確診個案中，逾 42.5 萬宗即 37%是
來自快速檢測，上周經自行申報的快速
檢測陽性個案較核酸檢測者更多，可見
有一定成效，加上近日確診數字雖持續
下降，但仍然是高位，認為若在此時能
以一種快速的方法，去檢視全港的感染
情況，「就好似影一張相，去睇吓香港
整體人口嘅受感染比例，對制定日後嘅
抗疫措施好有用。」
她希望全港市民於本周五至周日一連
3 天、每日進行快速測試，再按規定在
24 小時內申報陽性結果，以便政府部門
跟進，陰性結果則無須申報。由於今次
計劃純屬自願，故無須實行禁足。
她承認，難以確保全港市民參與，但
就作出強烈呼籲，並已提供方便，如有
弱勢社群不懂如何進行，可尋求義工上
門協助，「有基層或長者看完片段不懂
如何做，會趁在派發服務包時，認定哪
個單位或『三無大廈』有長者，日後會
否再探他們，為他們做快速抗原測試工
序。」
林鄭月娥強調，全民快測並非取代全
民強檢。「我們只是找到一個便一個，

並不是替代全民強制檢測，只是先做這
一次。因為剛才考慮幾個因素，我們仍
會密切監察情況，來看何時最好在香港
進行一次全民強制檢測。」
她指出，今次行動亦可幫助政府及早
發現和查出受感染者，盡早作隔離，同
時有助提升市民防止傳播病毒的意識，
有助日後穩控疫情，又呼籲市民盡公民
責任，展示眾志成城、齊心抗疫的精
神，每日花幾分鐘時間以幫助香港走出
疫境。

現時隔離設施充足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由於檢疫令、
隔離令均由系統自行發出，故全民快測
即使發現大量陽性個案，快測呈報平台
仍能負荷，「如果市民在平台報告自己
的情況，並成功上載身份證及相關圖片
的話，就會自動發出的，不存在沒有足
夠人手發出的問題。」由於現有的隔離
設施有數萬甚至十萬個床位，以現在疫
情情況去看，隔離設施足夠消化大量確
診者。

專家：預演全民強檢

盡責助港走出疫境
全民快檢三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為全
面了解香港新冠疫情的感染情況及盡快
查出患者杜絕社區傳播，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烈呼籲，全港市民
善用昨日起派發的「防疫服務包」，於
本月8日至10日 （周五至周日 ） 一連3
天，每天使用服務包內的快速抗原測試
劑進行自我病毒檢測。由於是次行動並
非替代全民強制核酸檢測，只屬自願性
質，故不會禁止市民出行。

自願性的全民快測計劃即將開展，呼吸系統專
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由於今次行動並非強制性，不是所有市民均
會參與，故其準確性不比現時定期進行的圍封強
檢及大廈污水檢測為高，但可視為未來實施全民
核酸強檢的預演，做好一旦出現大量確診個案時
相關的支援配套準備工作，避免屆時出現混亂。
梁子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由於參與人數
仍是未知數，故如欲透過今次全民快測了解香港
整體疫情趨勢的話，相信效用不大，但就認同仍
有其積極性。

避免全民強檢出現混亂
他解釋，今次行動可加快發現感染個案，同時
也可視為未來實施全民強檢的預演，包括準備好
足夠隔離設施，有能力即時向染疫市民提供日常
和抗疫物資，以及盡快為有需要患者提供新冠口
服藥等，做好這些支援配套工作的準備，待日後
推行全民強檢時可避免出現混亂。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說，快速測試
不能取代全民強制檢測，但相信有助識別部分感
染者，對防控疫情有幫助，但關鍵要市民配合，
她擔心部分人未必有申報意慾，特區政府要思考
如何提供誘因。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則表
示，有市民反映即使呈報陽性結果，亦未必取得
病假，以致「手停口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中聯辦義工隊情暖基層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這是中央的援港物
資，有口罩、檢測包、連花清瘟膠囊……」中聯辦
抗疫義工隊昨日到深水埗走訪舊樓、劏房及「三無
大廈」住戶，將一袋袋防疫包送到居民手中，同時
細心地向大家介紹防疫包的物資，居民接過防疫包
後均開心地表達謝意。
◆「防
疫服務
包」

#


舊區舊樓派防疫包
特區政府昨日開始向全港所有住戶派發防疫包，
中聯辦抗疫義工隊 30 多位成員，包括中聯辦九龍工
作部副部長祝小東，昨日中午聯同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梁文廣、陳凱欣組織的數百名義工分成多個小
隊走訪深水埗一帶舊樓、「三無大廈」及劏房的住

戶，派發防疫包。
義工隊均穿上密實的防護衣服。在出發前，大家一
同打氣，高叫「眾志成城、團結抗疫」口號。隨後，
每人拿着裝滿防疫包的大袋，上樓逐家逐戶敲門，向
應門的住戶派發防疫包。
中聯辦抗疫義工隊蔡小姐對能夠參與派發感到
榮幸，希望能為市民服務，為香港抗疫工作出一
分力量。她說，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去幫助有需
要的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現在香港疫情仍然
嚴峻，深水埗有很多「三無大廈」和劏房戶，今次
派發的防疫包有助市民提高防護能力，期望大家
一起發揚「獅子山精神」，共克時艱，盡快戰勝
疫情。

居民感謝中央關心
深水埗居民李先生在收到防疫包後表示，
疫情至今，自己和太太都很小心防疫。他很感謝
中央對香港市民的關心，也很感謝中央為香港送來
防疫物資，支持我們抗疫。
昨日上午，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謝益明、中
企協副總裁曾燊典、沙田民政事務專員柯家樂、沙
田社區抗疫連線召集人鄧開荣、沙田鄉事會主席莫
錦貴帶領中企協義工隊、新界落區第一小分隊、新
社聯青年義工隊共 200 人，在沙田大圍村參與派發
防疫包，向 1,200 戶村民、住戶各送上一份防疫包，
鼓勵市民堅持抗疫、堅持「動態清零」。

大 派包有幫助

◆吳太（右）表示收到防疫包很開心，可以留着
備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葵青區
「三無大廈」
居民吳太：
我們家中有 3 名小朋友，抗疫物資都用得很
快，雖然上月我們一家 5 口已不幸確診，
但今次收到防疫包一樣很開心，可以留
着備用，若有小朋友用的口罩或藥物會
更好。大家都很感激中央支持，希望
香港市民齊心抗疫，早日恢復正
常生活。

◆中聯辦抗疫義工隊昨天到深水埗南昌街南昌苑派防疫包。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謝益明、中企協副總裁曾燊典、沙田社區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連線召集人鄧開荣帶領義工隊昨日在沙田大圍村參與派發防疫包。

資料引用至2022年4月3日文匯報A16

「三無廈」
亟需支援 田徑健兒上門派

「中國速度」 創造奇跡
多奉獻少抱怨為香港注入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葵青民政事務處
昨日下午聯同葵青地區抗疫連線、葵青發展義工
團、飛達田徑會、香港工商總會葵青分會、香港和
平縣聯誼總會等多個組織動員義工到區內「三無大
廈」逐家逐戶派發「防疫服務包」，並獲 20 多名
香港優秀運動員及教練參與。他們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分別表示，雖然穿着防護裝上樓令自己
汗流浹背，但明白「三無大廈」的居民亟需抗疫物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仍然嚴峻，每日激增的確診個案
棄共用廁所、甚至有人質疑為何不提供WiFi……當然，從居
資支援，覺得今次行動很有意義，若再有需要仍然
早已令醫療系統嚴重超出負荷。確診新冠肺炎的長者大多本
家檢疫到搬入方艙醫院有所不習慣是正常現象，但疫情如此
很樂意幫手。
就體弱多病，因公立醫院床位緊張，只能被迫躺在醫院門
嚴峻之時，我們應該將心態調整至備戰狀態，住進用以保命
「汗流浹背但很有意義」
口，醫護人手不足更是缺乏對患者的照顧。對此，中央援建
的 「防空洞」 ，而不是開啟度假模式，入住五星級酒店。更
本身是消防員的香港田徑男子 800 米紀錄保持者
多個臨時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方艙醫院），自上月22日起
何況，根據大多數媒體的客觀報道，方艙醫院
「麻雀雖小
梁達威表示，看到很多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管
開工建設，至今已經有四間方艙醫院竣工並交付使用。值得
五臟俱全」 ，不僅藥物充足、確保一日三餐，還提供各類生
一提的是，青衣方艙醫院用時僅7天落成並率先投入運作，
活所需物品。 理、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沒有任何居民組織的
「三無大廈」，沒有人手可以協助特區政府派發抗
方艙醫院不僅能夠為輕症患者提供照顧和治療，更有效
是與病毒鬥爭的爭分奪秒，是建設人員日以繼夜、加班加點
疫物資，故他今次接受邀請，協助特區政府到這些
阻隔病毒進一步傳播。早一秒竣工，就有望拯救多一名新冠
的付出，是 「中國速度」 創造的奇跡！
「三無大廈」將「防疫服務包」逐家逐戶派發給基
患者。大家是否還記得，2月22日那幾日的天氣仍然寒冷，
然而，自從方艙醫院陸續投入使用，網上流傳不少 「吐
層市民。
◆義工們手持一大袋物資爬樓梯，雖汗流浹背但感覺很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而且大雨滂沱，我們在居家避疫的時候，建築人員冒雨施
槽」 帖文，有人嫌棄三人一間、有人嫌棄伙食不好、有人嫌

新社聯（新界社團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深圳市政協委員

譚鎮
鎮國

工、自願加班，克服重重障礙，確保方艙醫院按時交付。爭
分奪秒，不僅是為了盡早保質保量完成建設任務，更是為了
盡可能救治新冠病人而與死神的博弈。古話說， 「金無足
赤，人無完人」 ，能夠如此快速地保質保量交付4間方艙醫
院，已經是奇跡，大可不必吹毛求疵。中央支持香港各項抗
疫工作，對香港有求必應，對香港的要求照單全收，我們能
夠坐享其成，理應感謝中央施以援手、對無數 「逆行者」 致
以崇高敬意，還有何挑剔的呢？
打贏這場 「疫戰」 ，仍需香港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同舟
共濟、共度時艱。每個人多一分奉獻、少一分抱怨，讓這顆
受新冠病毒困擾兩年有餘的 「東方之珠」 多一些正能量，讓
我們共同期待香港迎來雨過天晴， 「東方之珠」 重新煥發璀
璨光芒！

他說，雖然在身穿全套疫情防護裝束下，要拿着
大量物資到這些沒有升降機、空氣流通較差的舊樓
派發，悶焗得令人汗流浹背，但「香港是我家」，
能夠為抗疫出一分力，在工餘時間繼續服務香港市
民，覺得今次行動很有意義、很開心，若再有需
要，自己也很樂意幫手。
前香港代表隊成員、2021 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女
子先進二組冠軍陳潔兒表示，得知今次有與特區政
府同心抗疫的義工活動，認為十分有意義，所以便
報了名參與，到「三無大廈」派發「防疫服務
包」。
她表示，看到有不少居民都很多謝特區政府今次
安排，認為很多居住在這些缺乏管理的「三無大
廈」的居民，都是收入較低的基層人士，亟需抗疫
物資支援。對特區政府今次向全民派發「防疫服務
包」，她認為，作為市民都應盡一分力，若未來再
有派發活動，她亦會支持，並呼籲市民要配合疫情
防控措施，減少外出，盡量在家多做簡單帶氧運
動。

◆梁達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潔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