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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顛倒是非

抗疫要有最壞打算最好準備
沒有人喜歡強檢，更沒有人喜歡
「禁足」 ，但疫情形勢逼人，特區政
府昨日宣布對疫情重災區的葵涌逸葵
樓實施圍樓檢測，2700名居民需居家
隔離5日，這是香港抗疫兩年來的頭一
遭，足以反映疫情嚴重性。種種跡象
顯示，香港處在疫情大爆發的前夜，
特區政府需要仔細評估目前形勢，做
最壞打算、最好準備，要有不同預
案，必要時還可以請求中央援手。
本港昨日錄得24宗確診個案，其
中18宗為本地確診。初步確診則有20
多宗，至少10宗與逸葵樓有關。映葵
樓及附近的南昌街、青衣都有確診個
案，足證疫情正向四周快速蔓延。逸
葵樓大爆發，安排有關居民進入隔離
營才是萬全之策，但由於香港隔離營
嚴重不足，唯有居家隔離，某種程度
上是小範圍內的 「與疫共存」 。就現
場情況看，有居民反映訊息混亂，無
所適從，更有居民提前得到風聲離開
居所，哪怕有一個 「漏網之魚」 ，圍
樓檢測都可能功虧一簣。

特區政府近來的抗疫力度明顯加
強，包括擴大強檢、學校停止面授、
降低疫苗接種年齡等，這不是某些人
批評的 「擾民」 ，而是疫情蔓延到這
個程度，不能不採取斷然措施。但也
要看到，在社區存在多條隱形傳播
鏈、不明源頭個案不斷增加的情況
下，現有抗疫手段是否足夠是一個很
大的疑問。不少意見認為，與其被動
地等待出現確診個案才去強檢，追着
疫情的尾巴，不如主動擴大強檢區
域，從小區開始，切斷傳播鏈，這也
是內地抗疫成功法寶之一。問題在
於，香港有這個能力嗎？
抗疫是一場戰爭，要打贏這場
仗，需要人員、設備、體制及法律體
系的配合，需要前瞻的眼光及頑強的
戰鬥意志，比拼的是綜合實力。香港
抗疫已經兩年，局部戰役已打到第5
場，到了目前這個時候，參與抗疫的
人手夠不夠？所需資源能否供應無
虞？有沒有配套的法律體系？體制潛
力是否已用到最盡？特區政府有必要

作沙盤推演，制訂不同的預案。
疫情能否在春節期間控制住，關
鍵看這場仗怎麼打。抗疫是香港頭等
大事，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因此
這不是個別部門的工作，不能單打獨
鬥，其他部門也要參與，全社會都要
投入其中。特區政府有必要成立由最
高層牽頭的戰疫指揮中心，調度一切
資源，如此才能如臂使指，提高效
率。經過仔細評估後，如果香港無法
單獨打贏這場仗，我們還有祖國這個
堅強的後盾。
全國抗疫一盤棋。抗疫不僅關乎
香港，也關乎全國，香港疫情若控制
不住，何止通關遙遙無期，也會產生
溢出效應，危及全國的安全。中央關
心香港抗疫進展，一直都在努力幫助
香港抗疫，這就是香港 「一國兩制」
優勢在抗疫方面的具體體現。一言以
蔽之，香港抗疫以保護市民為出發點
及立足點，以 「清零」 和通關為目
標，一切該做的事，就要堅決去做，
做到最好。

落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
度，形成了香港海晏河清新氣象，促
進良政善治。但慣於戴着有色眼鏡的
西方政客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景
象，歐洲議會近日又就香港 「人權」
狀況說三道四，敦促歐盟 「制裁中
國」 云云，這不禁令人想起BBC鬧出
的一個 「馮京當馬涼」 低級笑話。
因參與旺角暴亂及襲警罪被判囚
6年的梁天琦近日刑滿出獄，BBC作
出報道，但刊出的照片不是梁天琦，
而是立法會議員梁熙。雖說兩人同
姓，年齡相仿，也都戴眼鏡，但事實
上卻是天差地別，一個是 「港獨」 頭
目、前 「本民前」 發言人，一個是愛
國愛港人士、民建聯成員，BBC竟然
未做最基本的事實確認，以致犯下大
錯。
BBC是國際知名的老資格新聞機
構，且有記者常駐香港，尚且搞錯事
實，淪為笑柄，那些對香港一知半解
甚至從未來過香港的西方政客，評點
香港事務又怎麼可能不烏龍百出、貽

笑大方呢？
無知者無畏，西方政客不了解香
港卻評頭品足，結果只能是顛倒是
非，混淆黑白。他們對新疆、西藏問
題的評論亦作如是觀。當然，我們不
會天真地認為，西方人抹黑香港完全
出於無知，更多的時候，是出於意識
形態偏見、價值觀差異，出於惡意。
「妖魔化」 中國是西方政客的 「看家
本領」 ，他們可以將香港黑暴視為
「美麗風景線」 ，也可以將香港安定
和諧看成 「人權大倒退」 。
以反華著稱的美國前國務卿蓬佩
奧曾經說漏嘴： 「我們說謊、造謠和
欺騙，這是我們的榮耀，我們還有專
門的教程」 。西方政客抹黑中國及干
涉香港事務，是有計劃、有組織、有
步驟的政治議程，不管如何錯漏百
出，如何粗製濫造，他們都不會停止
這樣的動作。我們一方面要據理反
駁，澄清真相，另一方面也要從容淡
定，堅定自信，堅決走
自己的路！
龍眠山



寵物店群組增至八人 疑倉鼠傳人
香港仔龍薈
飲茶兩翁確診 或洗手間播疫
寵物店群組進一步擴大，衞生防護中心
昨晚深夜公布，昨日新增五名確診患者，包
括前日初步確診、居住香港仔中心港昌閣的
82歲老翁，以及香港仔嘉隆苑嘉昇閣的兩名
居民，累計八人中招。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82歲
老翁與早前確診的銅鑼灣 「Little Boss」 寵物店確診顧客
的73歲丈夫，曾在香港仔中心的酒樓 「龍薈」 用膳，懷
疑在酒樓洗手間內感染。而最新化驗結果亦顯示， 「I
Love Rabbit」 寵物店兩間在銅鑼灣駱克道、大埔廣場的
店舖的環境樣本亦呈陽性。

變種暴
風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
寵物店群組患者除了早前確診
的銅鑼灣 「Little Boss」 的23歲
女店員、67歲女顧客與她的73歲
丈夫（第13047、13059、13073
宗），昨日新增的香港仔中心港昌
閣82歲老翁（第13110宗）、嘉隆
苑嘉昇閣的38歲女住戶（第13118
宗 ） 和 42 歲 男 住 戶 （ 第 13123
宗）、天水圍天盛苑盛謙閣30歲女
住戶（第13120宗），以及曾到過
旺角寵物店買倉鼠的石硤尾邨美如
樓23歲女住戶（第13124宗）。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個案的流行病學
調查仍然進行中。
82歲老翁與73歲男患者都帶
有Delta變異病毒株L452R，二人
於星期日（16日）下午一時至二
時，曾光顧 「龍薈」 用膳。張竹君
表示，翻查酒樓的座位圖，82歲男
患者坐13號枱，73歲男患者坐123
號枱，兩枱的距離比較遠，形容
「可能仲遠過望月樓情況」 ，不
過，二人在用膳期間都曾經去過洗
手間。
張竹君稱，衞生防護中心及機
電工程署人員到現場視察，看過通
風系統，懷疑未必出現遠距離傳

播，兩名男患者有機會在洗手間相
遇，懷疑因此傳染，中心會再到食
肆視察。 「龍薈」 須關閉14日大清
洗，員工須強檢，她呼籲常光顧的
食客檢測。

四寵物店動物樣本呈陽性
她 又 表 示 ， Little Boss、 I
Love Rabbit共四間寵物店的動物
樣本驗出呈陽性，四店職員均須檢
疫。
衞生防護中心昨晚並稱，中心
至今共在40間寵物店及有關貨倉採
集共738個環境樣本，其中共30個
呈陽性。最新化驗結果顯示新增兩
間寵物店（銅鑼灣駱克道545號I
Love Rabbit 和 大 埔 廣 場 I Love
Rabbit）採集的環境樣本亦呈陽
性。兩店會被納入強檢，有關員工
會被送檢疫。
防護中心表示，鑒於早前漁農
自然護理署從寵物店抽取倉鼠的樣
本病毒測試呈陽性，綜合中心現階
段掌握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化驗結
果，初步不能排除是由感染病毒的
寵物導致環境樣本的陽性檢測結
果。

者近期在荃灣象山邨邨口地盤、天水圍
泳池地盤工作，他駕駛電單車返工，有
時會與同事食飯，6至7名同事需要檢
疫。
他於本月16日假期曾到花園街逛
街，最後上班日期為本周三（19日），
當天發燒，翌日到公立醫院求醫，採樣
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他去年九月中完
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政府籲深水埗居民自願檢測
九龍西疫情嚴峻，食物環境衞生署
昨日宣布，因應政府發出的強檢公告，
曾於指明期間及時段身處圍繞北河街市
政大廈對開的人須強檢；為保障街市檔
戶及市民的健康及安全，北河街街市昨
日提早於傍晚七時關閉，進行深層清潔
消毒工作。
被問到北河街街市感染風險，張竹
君表示，政府以北河街、大南街、基隆
街及桂林街為界，圍繞北河街市政大廈
納入強檢，是擔心會否有其他個案；把
南昌街圍封因地盤工人源頭不明，希望

知道有多少個案。中心指出，因應深水
埗區內數個區域（包括大坑東邨、美孚
新邨、南昌街、興華街等）近日出現傳
播鏈，社區傳播風險較高，呼籲在相關
區域居住和工作、有感染風險的人盡快
自願檢測。

市民：北河街一帶衞生惡劣
有在北河街一帶擺賣地攤的市民
說，該處數年來衞生環境很差。警方聯
同食環署人員昨午4時許到南昌街、大南
街一帶，要求擺攤小販離開及避免聚
集，同時派發多國語言單張，全副裝備
清潔工人用強力水槍洗街。
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
傑恒表示，由中招巴
裔婦人的第一代已傳
給9個人，這些人如
何在社區擴散，很難
追蹤。九龍西可能已
埋下許多條傳播鏈，
掃一掃
最確實的傳播途徑可
有片睇
能還未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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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號圍封強檢。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有兩個班一起上課的情況，故病毒
傳播風險較大。
另外，就北角學之園幼稚園26
歲確診女教師懷疑在美孚地鐵站A
出口，與巴裔婦群組的兩名確診兒
子 「九秒擦身而過」 被傳染，張竹
君昨日再次解釋，透過閉路電視錄
影可以看到，兩位學生先由地鐵站
A出口走出，約九秒後，幼稚園女
教師走入地鐵站，中間二人可能會
擦身而過，但無法判斷擦身而過的
確切地點及時間，有待進一步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梁淑貞報道：本
港昨日新增2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另
有逾20宗初步確診，其中深水埗一宗源
頭不明的初確患者，是居住在南昌街的
40歲地盤工人，懷疑感染Omicron變異
病毒株。而確診Omicron的巴基斯坦裔
婦人的丈夫，曾在南昌街及北河街一帶
擺賣，衞生防護中心未確定二人是否有
關連。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
教授蕭傑恒表示，Omicron傳播鏈正沿
着九龍西廣泛傳播，病毒似乎正透過多
條傳播鏈快速擴散。
新增24宗確診個案涉及11男13女，
年齡介乎14至82歲，包括6宗輸入個
案、11宗與輸入個案相關、2宗本地個
案，及5宗與本地個案關連個案；20宗涉
及變異病毒株感染，3宗變異病毒株檢測
結果待定，餘下一宗病毒量不足以進行
變異病毒株檢測。
該名40歲男患者居住的南昌街35至
37號大廈昨晚被圍封強檢，他於病毒潛
伏期曾到訪地點將被納入強檢。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男患

深水埗南昌街
▼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
道：早前就讀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
學的14歲確診男生（第13098宗），
他的同班14歲女同學昨日確診，該
校並新增兩宗初步確診個案，校內
多個班級學生受影響。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昨日表示，大澳佛教筏可紀念
中學目前暫未出現老師染疫的情
況，但已有3B、4B、2B班同學染
疫，大量同學受影響須檢疫。每班
約有20名左右的學生，有時可能會

深水埗爆無源個案 九龍西遍布疫鏈

北河街街市提早一小時關閉，作深層
▲
清潔。
中新社

大澳筏可中學四學生中招

▲香港仔逾20幢住宅大廈納入強檢 ▲工作人員在香港仔中心龍薈酒樓進行通
範圍，大批市民輪候檢測。
風測試。
中新社
大公報記者文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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