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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傭撐強檢 願打疫苗護己護人

因應早前有外傭在社區感染變
種病毒，政府要求全港37萬外傭在
5月9日或之前進行病毒檢測。昨日
是外傭強檢第二日，多個檢測站繼
續大排長龍。在中環遮打道的流動
檢測站，下午有數百人 「打蛇
餅」 ，隊伍移動緩慢，個別外傭帶
同小櫈子到場坐着排隊。

張建宗：不涉任何歧視
不少外傭都表示輪候多時仍未

做到檢測，認為政府應該增加檢測
點。菲傭Marcella表示，昨日早上
九時已來排隊，見人龍太長而卻步，乾脆在路邊和朋友聚
會，第二天早上七時再來，希望政府增設檢測站。另一菲傭
Rey則不滿政府計劃要求外傭續約時要接種疫苗，擔心打疫
苗後有不良反應，她甚至聲稱寧願回菲律賓都不接種疫苗。

菲傭Buriba同樣趁假日到檢測站接受採樣，有別於其他
年輕外傭，Buriba對於政府要求檢測及接種疫苗表示理解。
她表示，已來港23年，經歷過2003年沙士，當年曾聽聞有兩
名菲傭病亡，至今仍心有餘悸。她說，排隊數小時做檢測雖
然較辛苦，但應該做。她又說，其好朋友已打完疫苗獲豁免
檢測，而自己下個月會和僱主一起打疫苗，更好地保護自
己。

對於聲音有質疑要求外傭強制檢測及打疫苗涉歧視，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強檢旨在保護外傭自
身、僱主家庭及朋友，盡早找出變種病毒的源頭，可有效切
斷傳播鏈，希望外傭及僱主們理解。他強調，強檢安排同樣
適用於其他高風險行業人士，例如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
及護養院的員工，並不涉及任何種族或身份歧視。而關於外
傭續簽需注射疫苗的安排，勞工處及入境事務處正研究相關
細節。

周六檢測量逾11萬
本港昨日有57個社區檢測中心及流動採樣站運作，當中

55個為外傭提供免費檢測服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
社交網站表示，剛過去的周六檢測量超過11萬，強調政府會
果斷應對變種病毒的滲入，以免疫情大規模爆發，令社會承
受沉重後果。她重申，接種疫苗已是刻不容緩，呼籲市民接
種，形成免疫屏障。

政府又提醒外傭，可到醫管局普通科門診、郵局和港鐵
站領取深喉唾液樣本包做檢測，在指定時間交回收集點。

為防止變種病毒在社區擴散，政府繼續
在多區設立流動採樣站，為外傭進行檢測。
昨日多區檢測站的人龍未減，政府更臨時宣
布在東涌增設臨時流動採樣站。有外傭不滿
被要求強制檢測，並質疑香港政府要求外傭
接種疫苗不公平；但有經歷過2003年沙士的
外傭認同政府的強檢安排，更表明稍後會接
種疫苗，以更好保護自己及其他人。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指出，要求在港外傭強檢，是要
盡早找出變種病毒源頭，以便有效切斷傳播
鏈，強調不涉任何種族或身份歧視。

沙士時期 同鄉病亡 猶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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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出團多 已打針旅巴司機人工貴五成

新加坡一確診男來自香港 旅泡存變數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旅行社
可在 「疫苗氣泡」 下復辦本地團，本地遊人數
限制為30人或以下，但前線員工必須接種最
少一針疫苗。不過，目前業界疫苗接種率不理
想，部分已成團的旅行社，旅巴司機人手不
足，出現加薪搶人情況，已接種疫苗替更司機
人工被搶貴五成。

旅業真正復甦要看接種比率
旅遊業議會網上最新資料顯示，現時已

經有29間旅行社登記舉辦本地團，大部分選
擇在母親節或之前一日出發。有旅遊業界表
示，由於不少旅巴司機屬自由工作者身份，同
時兼任村巴或校巴司機，部分年齡超過60
歲，所以未必人人都已接種疫苗，市場上符合
條件的旅巴司機不多，導致行內出現搶人潮。

安基旅運中心老闆林振源回覆《大公

報》查詢時表示，旗下公司聘用100名司機，
包括駕駛旅遊巴及學校保姆車等，當中只有三
成人已接種疫苗。他說，知道行內出現搶人
潮，但預期情況很短暫， 「母親節檔期的確出
現司機人手不足，僧多粥少的情況，但其實訂
單比起疫情前的同期，出車數目只有一、兩
成，與其跟人鬥搶僅餘的生意，鬥搶貴人工，
不如放棄不做（母親節檔期生意）！」

林振源認為，行業真正復甦始終要看疫
情趨勢，以及全港市民接種疫苗比率，甚至真
正 「清零」 後，才能夠恢復正常旅遊業運作。

香港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指出，
參與本地遊的旅行社不
多，很多旅行社

以接待外地遊客為主，部分則主力從事票務工
作，本地遊始終規模較小，目前業界情況仍相
當困難。

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表示，現已有過
百團向旅議會登記，相信未來周末及母親節會
是本地遊高峰期，強調本地遊不是高風險項
目，希望政府可彈性處理要求旅客使用 「安心
出行」 二維碼。

▼過去一年多受疫情影響，大批旅遊巴閒
置。

縱火犯怎能防火？

龍眠山

新一屆地區防火委員會名單出
爐，攬炒派全部出局。有攬炒派心有
不甘，攻擊政府 「搞清一色」 。其
實，來說是非者，正是是非人。攬炒
派向來知法犯法，前年黑暴期間更成
為 「縱火犯」 同謀，試問這種人怎麼
能加入防火委員會呢？

前年的 「修例風波」 好比一面照
妖鏡，各路妖魔鬼怪無所遁形。形勢
最嚴峻期間，黑衣暴徒大量製造及投
擲燃燒彈，有警員及市民被嚴重燒
傷，有警察宿舍、警署被縱火，港鐵
設施被燒得變形，而中大及理大一度
淪為燃燒彈製造中心。香港發生大量
駭人聽聞的暴行，攬炒派難辭其咎，
他們以所謂 「違法達義」 煽動犯罪在
先，將縱火狂徒美化為 「火魔法師」
在後，說攬炒派是縱火犯的同謀絕不
為過，至少也是幫兇。

攬炒派親手點燃了黑暴，如果這
些人繼續留在地區防火委，這同 「捉
老鼠入米缸」 、委任小偷管理錢財，
又有何區別？政府將這些人踢出防火

委員會，才是撥亂反正的應有之義。
更何況，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這一原
則，防火委員會已經 「升呢」 ，肩負
重要的憲制責任，攬炒派就更不可能
符合資格。

新選委會由五大界別組成，防火
委員會成為新增界別的其中一部分，
今後不僅繼續負責防火相關工作，更
有份選舉特首及立法會議員，責任重
大，他們本身必須要符合 「愛國者」
要求，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攬炒
派至今都不肯同黑暴切割，又豈能符
合 「愛國者」 的條件呢？選委會沒有
他們的一席之地，防火委員會自然也
沒有他們的份。

攬炒派若堅持特區政府 「搞清一
色」 這個說法，那麼這個 「清一色」
就應該是指：防火委員會必須 「清一
色」 地遵紀守法、必須 「清一色」 地
愛國愛港、必須 「清一色」 地向各種
非法及暴力說不！

▲因應有外傭感染變種新冠病
毒，政府要求全港37萬外傭在
5月9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

▲菲傭Buriba認為雖然
排隊數小時做檢測較
辛苦，但為了保護自
己應該做。

◀多個檢測站繼續大排長龍，
中環遮打道的流動檢測站下午
有數百人等待。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道：本港新
冠疫情連續兩日零本地確診，新增兩宗確診
案例均屬印尼輸入。不過， 「旅遊氣泡」 或
存變數，新加坡前日公布一個輸入確診個案
來自香港，加上當地出現醫院群組，疫情升
溫。專家表示，香港輸出個案顯示本地傳播
鏈未斷，促政府盡快圍堵變種病毒個案，警
告若變種病毒在港落地生根並擴散， 「唔單
止影響旅遊氣泡，同澳門、內地通關都遙遙
無期」 。

香港與新加坡旅遊氣泡最快本月26日啟
動，惟新加坡上周社區病例激增，前日更有

一宗輸入個案源於本港，患者為44歲新加坡
籍男士，由香港機場出發抵達當地後確診，
並無病徵，顯示香港仍有輸出個案。衞生署
表示，已收到新加坡衞生部門通報。

專家促政府圍堵變種病毒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香港輸

出一宗個案代表本地傳播鏈未斷，若短期內
再輸出個案就反映疫情嚴峻， 「我哋輸出個
案其實等如本地源頭不明個案，短時間內有
兩班機乘客都確診已經係高度危險。」 他促
請政府盡快圍堵變種病毒個案，警告若變種

病毒在港落地生根， 「唔單止影響旅遊氣
泡，同澳門、內地通關都遙遙無期」 。

衞生署公布，因應土耳其航空上月27日
由伊斯坦布爾飛香港的航班，有三名乘客抵
港檢測時確診，衞生署引用條例，禁止土耳
其航空由明天至16日從伊斯坦布爾出發的航
班抵港。

此外，一名57歲男子昨日凌晨被發現在
街上不省人事，送博愛醫院急症室後不治。
男子上月26日接種科興疫苗，逗留接種中心
觀察期間並無不適。衞生署表示，該名男子
本身患有高血壓、慢性阻塞性肺病及肥胖。

注射疫苗保生存 人命是最大人權
香港有足夠疫苗供應，這是天大

的幸運。偏偏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
福，將政府推動 「疫苗氣泡」 抹黑為
「谷數」 ，又將政府要求外傭接受強

檢及接種等同 「歧視」 ，批評違反人
權云云，彷彿政府鼓勵人們接種疫苗
就是 「幹壞事」 。其實，接種疫苗就
是保護生命，也是最大的人權保障。

兩名外傭確診感染變種病毒，特
區政府要求全港37萬外傭接受強檢，
並建議外傭續約或更換新約時接種疫
苗，出發點是為了保護外傭及僱主的
安全，保障香港整體利益，合情、合
理、合法，十分正確。但唯恐天下不
亂的攬炒派藉機搞事，對政府措施大
肆 「妖魔化」 ，亦有不了解真相的外
國政要批評此舉對外傭 「標籤化」 ，
要求對所有外籍人士 「一視同仁」 云
云。

其實，特區政府抗疫何嘗不是
「一視同仁」 呢？哪個群組最高危，

哪棟大廈爆疫，就必須接受強檢，的
士司機、安老院的長者都曾強檢。在

接種疫苗方面，前線醫護、長者、老
師等被列為優先群組，然後向更年輕
者開放。決定強檢及接種疫苗的次
序，既有科學根據，也是 「關愛」 與
「保護」 。若強說某群組被要求檢測
或接種疫苗是 「歧視」 ，那麼，比
「外傭」 更早接受強檢的人士，也是
被歧視？

現在是非常時期，人類正與新冠
病毒展開殊死戰。新冠病毒殺人於無
形，但並非不可防、不可治，之所以
導致人類死傷慘重，是因為太多人愚
昧無知，太多政府過分輕敵，太多政
客執著於 「人權」 等教條而不知變
通，為病毒提供肆虐殺人的機會。美
國和印度，一個是所謂全球 「民主燈
塔 」 ， 一 個 自 詡 「最 大 的 民 主 國
家」 ，到頭來淪為疫情最嚴重、死傷
最慘重、人權狀況最惡劣的地方，眼
下的印度更有如 「人間煉獄」 ，這不
是無緣無故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內
地在疫情爆發初期就採取果斷措施，

被西方社會攻擊為 「打壓人權」 。但
時間已經證明，中國抗疫最成功，人
權保護最徹底。 「五一」 國際勞動節
期間，中國內地遊人如織，此時全球
很多地方被封鎖，徒有羨慕的份。

疫情之下，生存權第一重要，保
護生命就是保護人權，接種疫苗就是
保護人權的最直觀體現。當前是一場
沒有硝煙的戰爭，暫時放棄部分權利
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西方國家也
要採取封城、宵禁等措施，澳洲近日
決定不許滯留印度的澳洲人回國，這
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世界因新冠疫情深刻地改變着，
包括一些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高
尚」 理念，執著於迂腐理念無異於謀
財害命，這是抗疫一年多來用無數生
命換來的沉痛教訓。網上流傳一篇據
稱是非洲某國總統的抗疫講話，其中
提到 「上帝很忙，沒有時間照顧不講
道理的閒人」 。在香港，那些千方百
計阻撓抗疫的人，其實就是 「上帝也
不眷顧」 的 「閒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