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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嘆港人有針唔打 身在福中不知福

華僑及民間團體出錢出力

印度疫情嚴
峻，當地醫療系統
崩潰，資源極度短

缺，尤其是呼吸機、製氧機等醫療設
備。華人葉啟炎表示，印度醫院是否
接受病人住院治療，視乎醫院內有沒
有閒置的呼吸機、製氧機， 「這也是
為什麼當地人發病也不能到醫院求
診，大多數人在家自行服藥治療及隔
離」 ，故家用製氧機十分重要，惟很
多家庭並沒有這類機器。

當地華僑、中資機構等民間力
量，齊心協力向中國訂購製氧機，盼
一星期內能抵達加爾各答，解燃眉之
急，他說無論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團
體，都有伸出援手，拯救印度。

去年2月，加爾各答各僑團負責
人及僑界代表，在中國駐加爾各答總
領事館向總領事查立友捐款約167萬
盧比（約17萬港元），以支持中國抗
擊新冠疫情。葉啟炎說，自己雖然在
印度出生， 「但我覺得自己的根仍在
中國，身在他鄉，心繫祖國」 ，當地
華僑都想為國家盡一分力，並於一星
期內籌得款項，用於購置防疫物資。

時移世易，如今印度有難，八方
支援，五一 「勞動節」 假期期間，中
國工人加班加點生產和包裝製氧機，
以支援印度等鄰國，印度香料航空本
月3日表示，當天上午又有700台製氧
機從廣州運抵新德里。葉啟炎說，馬
來西亞佛光山日前亦將200台製氧機

送抵印度，據了解，香港佛光協會也
有參與其中， 「有當地患者病情愈發
嚴重，靠藥物及製氧機跨出鬼門關，
我自己家裏也有一台製氧機，但也只
能撐幾個小時而已」 ，可想而知沒有
製氧機的患者家庭情況多麼嚴峻。

總領事館派連花清瘟膠囊
葉啟炎表示，身邊的華人和印度

朋友都在等製氧機救命，他自己昨日
也盡力聯繫中國企業訂購製氧機，務
求一周內送抵加爾各答，盡早讓有需
要的人士使用， 「當地華人還是幸運
的，有總領事館派發可預防及治療輕
症的連花清瘟膠囊，以備不時之
需」 。

八方支援

中國趕產製氧機 運印度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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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入香港社區，人
人自危！事實上印度疫情失控，

一針難求，當地華人華企只好齊心自救，
以及靠駐印度中國領事館的援助支持。

大公報記者再成功聯絡到另一位住在東部城市加
爾各答的華人僑領葉啟炎，年屆71歲的他屬長者獲安排

優先打針，但其30歲兒子及一歲半孫女仍在等
待接種，卻不幸於上周染疫。惜當地醫療系統
已崩潰，病床及呼吸機奇缺，患者只能在家
自行服藥治療及隔離。面對兇猛的變種病
毒，葉啟炎羨慕香港疫苗充裕，惟不
明白何以接種率低，慨嘆港人 「身
在福中不知福」。

▲葉啟炎表示當地華人獲中國領事
館派發可預防及治療輕症的連花清
瘟膠囊，以備不時之需。

一張母校相 再續尋人記
《大公報》本

周三起率先報道印
度當地華人抗疫的

最新狀況，有《大公報》的忠實讀者
反映當天A1頭版刊登加爾各答的照
片，正是他年少時在印度讀書的母
校，並向記者表示有同學仍在當地生
活，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記者昨日連線該名華人葉啟炎，

他是加爾各答的第二代華人，已屆七
旬的葉啟炎透露，從他小時候起家裏
已訂閱《大公報》，他亦從小養成看
《大公報》的習慣，並衷心感謝《大
公報》關心印度疫情及當地華人，
「除了看報紙，亦透過鳳凰衛視了解

香港疫情，希望香港盡早清零，走出
疫情陰霾」 。

大公報記者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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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楊州

印度最新數據顯示，昨日
單日新增412262宗新冠病
例，累計個案突破2100萬
宗。死亡人數破紀錄新增
3980 人 ， 累 計 死 亡 高 達
230168人。最多華人聚居的
加爾各答，比其他城市雖已較
「安全」 ，但變種病毒殺人於

無形，日日在街頭巷尾奪走多
條生命。

繼早兩天與居於加爾各答
的華人陳永康連線後，大公報
記者前日傍晚成功聯絡到同住該城市、全
印華僑華人協會副會長葉啟炎。最初打通
電話時，話筒另一邊傳來倦極的聲音，原
來葉啟炎正忙於聯絡中國企業購置製氧
機；五小時後葉老先生終抽空接受訪問。

病床爆到瀉 自己買藥醫
葉老形容，過去兩周印度疫情十分嚴

峻， 「這裏（加爾各答）幾乎所有醫院病
床爆滿，製氧機短缺，當地華人跟當地人
發病，都看不到醫生，只能在藥店自行買
藥，留家治療及隔離」 。

葉的家人亦不幸 「中招」 ，其子在剛
過去的周日感到不適，留在家中休養，隔
天覺得似乎沒大問題便回工廠上班，豈料
察覺自己失去味覺，回家後自我隔離，全
家人亦做病毒檢測， 「在五月前，可在12
小時後知道檢測結果，現在檢測的人太
多，等了30多個小時才有結果。我和太太
測到陰性，兒子和孫女是陽性」 。

兒子和孫女確診後，葉老只能到附近
藥店買藥給他們治療，他說： 「印度全國
都是服該種藥物治療新冠病毒，一個療程
的藥費是150盧比（約15港元）。」 兒子
服藥數天後，病徵消失許多，但家人不放

心，仍須隔離一段日子， 「做
好必要防疫措施，隔離期間我
跟太太都沒接觸過他們」 。

葉老兩夫婦是長者，獲優
先接種疫苗，他早在三月已打
了第一劑，日前再打第二劑。
他說： 「印度的疫苗供應有兩
類，一是印度政府提供的免費
疫苗，另一種是私營醫療機構
提供的自付疫苗，價格為250
盧比（約26港元），但都一
針難求。」 印度按年齡分批打

針，首階段是60歲以上，今年四月底開放
至40歲以上，本月才輪到18歲以上， 「疫
苗供應極度緊張，有貨也是先給已接種第
一劑的人，若沒打過便要排隊等候，遙遙
無期」 。

變種病毒兇 政府防疫鬆
變種病毒肆虐印度，與政府以政治掛

帥，允許選舉集會和大型宗教慶典等寬鬆
的防疫政策有關。葉啟炎無奈地說，當地
人對政治和宗教十分狂熱，去年爆疫以
來舉國上下在選舉投票前會舉行群眾會
議，幾萬人聚集；至於大型的宗教活動更
厲害，近千萬人聚於恆河邊洗澡，慶祝印
度教的大壺節。葉老又指，當地人大多未
遵守防疫規定，導致病毒廣泛傳播各地，
而印度政府更於今年初放寬防疫措施，終
至變種病毒 「疫」 捲全國，更蔓延別國。

葉啟炎有朋友在香港，故他亦十分關
心香港疫情。他知道香港疫苗供應穩定，
坦言感到羨慕，認為早日接種有助阻截疫
情擴散。葉老坦言， 「目前中國是世界最
安全的國家，在中國的朋友見證抗疫奇
跡」 ，他呼籲印度政府好好學習中國的成
功抗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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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城者實是竊城者變種風暴颳至 須做萬全準備

龍眠山

一個高調宣稱 「武裝革命才是唯
一出路」 的中學生 「港獨」 組織相信
已被警方國安處瓦解，被瓦解的原因
不是 「武裝革命」 ，而是起因於一宗
盜竊事件。

前日凌晨，四名男子進入將軍澳
一家中學行竊，保安發現後報警，小
偷一網成擒，部分人是該校的學生。
警方到疑犯家搜證時意外發現一批涉
及 「港獨」 的物品，揭破行竊者是
「光城者」 成員。警方國安處隨後接

手，共有七名嫌犯被捕。
今年初，數個由中學生組成的

「港獨」 組織突然冒起， 「光城者」
是其中之一，號稱由 「革命殘火組
成」 ，意思是成員都參加過黑暴。該
組織曾經在沙田等地舉辦記者會及街
站，以介紹 「法國大革命」 及 「烏克
蘭革命」 為名，叫囂 「修文習武」 以
迎接 「下一次抗爭」 。看似冠冕堂
皇，但一宗盜竊案令這群自封的 「革
命者」 露出原形。什麼革命，不過是
偷雞摸狗的宵小之輩而已。

今次事件有助揭開兩個謎團。一
是國安法威力之下，過往高調的 「港
獨」 組織紛紛解散，為什麼中學生卻
取而代之？原因是，攬炒派心有不
甘，煽動一些 「未夠秤」 的後生仔女
充當炮灰。

心水清的人也注意到， 「光城
者」 等組織舉辦活動時，常依託於攬
炒派區議員的辦事處，也有攬炒派政
客在旁 「睇場」 ，遇到警方執法時，
攬炒派就出面干涉。那些中學生蒙昧
無知，以為自己年輕，犯法也可輕易
「過到骨」 。但事實證明，只要是違

反國安法，罪責難逃。
第二個謎團是，攬炒派曾發起大

量眾籌活動，抽足了水，為什麼 「港
獨」 分子折墮到要做小偷？學校裏又
有多少東西值得偷呢？不用說，眾籌
得到的資金基本上都流入了少數為首
者的腰包，羅冠聰、許智峯等逃亡時
都帶走巨款，美其名曰經營 「國際戰
線」 ，實際上是國際享
福去了！

印度變種病毒風暴肆虐，尼泊
爾、巴基斯坦等周邊國疫情惡化。影
響所及，澳紐 「旅遊氣泡」 再次中
斷，好事多磨的香港與新加坡之間
「旅遊氣泡」 有可能第三次變 「泡

影」 ，內地再次收緊對入境者的檢疫
限制。世衞組織專家警告， 「哪裏都
可能是下一個印度」 ，這絕對不是危
言聳聽。香港要避免成為 「下一個印
度」 ，特區政府及全社會就必須打醒
十二分精神，做好一切準備。

必須指出，香港不應該是印度
「疫情煉獄」 的 「旁觀者」 ，因為香

港已經捲入其中。十多天前，一名印
度人訪港，將變種病毒傳給女友，打
開了 「潘朵拉盒子」 。本港近日確診
的多宗變種病毒個案，已被證實與這
名印度人有關。這名印度人堪稱香港
新一輪疫情風暴的毒王，而他涉嫌隱
瞞行蹤導致了社區爆發，特區政府被
迫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強檢及追蹤，如
果傳播鏈未能截斷，後果不堪想像。

將鏡頭推遠一點，早在上個月

初，一架由印度來港、載有150名乘客
的航班中，超過三分之一被確診。如
果特區政府當時就有足夠警覺，果斷
暫停印度航班入境，香港就未必會陷
入今日的境地。香港爆發多波疫情，
癥結在於外防輸入有漏洞，雖然特區
政府採取了補救措施，但並非完善，
這次又造成變種病毒的長驅直入。

變種病毒之可怕不僅在於傳播能
力更強，亦因為更狡猾，包括確診者
檢測呈陰性後又復陽。甚至有研究
稱，變種病毒可以欺騙免疫系統。亦
因此，全球各地都在調整抗疫策略，
內地則進一步收緊入境隔離措施。很
多市民盼望與內地恢復通關，本來以
為好事將近，現在再一次收穫失望。

為了應對變種病毒風暴，特區政
府已加大強檢及追蹤，但要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首先是解決隔離營短缺的
問題。由於強檢者增加，現有的隔離
設施很快將不敷應用，有人建議恢復
比較人道的 「家居隔離」 。問題是，
在香港的現實下，家居隔離等於不隔

離，等於讓病毒 「自由行」 ，屬於下
下策，過去已有教訓。特區政府必須
想方設法徵用更多的地方或酒店，以
備不時之需。

其次，特區政府在推動疫苗接
種、安心出行方面，應該更加果斷有
力。可以考慮在 「疫苗氣泡」 的基礎
上推出 「疫苗護照」 或 「疫苗通行
證」 ，限定未來某個日子，必須持證
才能出入公共場所。身體不合適接種
者，需提供醫生證明。不要怕被批評
「谷數」 ，其實，美國政府表明7月4
日前要達到七成人接種兩劑，這不也
是 「谷數」 嗎？公共衞生安全高於一
切， 「谷數」 大可以理直氣壯。

抗 疫 仍 然 是 香 港 的 「 頭 等 大
事」 ，遏制不了疫情，一切都無從談
起。在全球疫情難了、內地 「風景這
邊獨好」 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必須盡
一切努力達到 「清零」 目標，以爭取
盡快恢復通關。內地 「五一」 的人山
人海的壯觀景象證明，香港 「內循
環」 比什麼 「旅遊氣泡」 都強！

葉啟炎

▲葉啟炎表示，相中藍色門的學校正
是他年少時讀書的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