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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無法承受與疫共存
的慘痛代價
在香港抗疫緊要關
頭，不斷出現一些意圖動
搖抗疫原則的 「雜音」 。
李繼亭
除了美西方媒體攻擊香港
的 「清零」 政策，香港本地亦出現聲稱 「堅
持 『清零』 ，香港情況會變差」 的言論。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些都是極其不負責
任的。香港必須堅持走 「清零」 路線，一
旦轉到 「與疫共存」 ，必將付出慘重代價。
試問，香港能接受數十萬人感染、數千甚
至上萬人死亡嗎？更何況，現階段稱疫情
將過去，根本是言之過早，香港必須嚴守
抗疫舉措，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議事論事

「疫情結束」論不負責任
香港大學一名助理教授日前聲稱： 「對
全球大部分地方來說，2022年標誌疫情開
始完結，對香港來說卻只是揭開序幕，只
要堅持 『清零』 政策，香港需預期情況會
變差。」 這種言論，既不負責任，更是違
反了基本常識。

2022年真的標誌着疫情開始完結嗎？
這不僅不是美歐國家當前應對疫情的共識，
在醫學界也存在強烈的分歧。《紐約時報》
1月19日刊登美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
William Hanage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
雖然認為Omicron會改變大流行，但任何
人都不應該自信地斷言Omicron標誌着疫
情結束。Hanage總結稱，過去兩年的事實
表明， 「只有健忘的傻瓜才會在疫情中作
出承諾」 。事實上，Omicron出現之前，
美英許多所謂的醫學專家不也是 「預測疫
情即將結束」 嗎？
另一方面，目前除了英國等少數國家
將全面放開抗疫限制外，絕大多數國家都
在收緊抗疫政策。以美國為例，總統拜登
本月中宣布，將增購5億份新冠快速檢測試
劑，以滿足未來的檢測需求。同時，白宮
將於下周宣布為美國民眾免費提供高品質
口罩的計劃。 「五眼聯盟」 之一的新西蘭，
鑒於疫情嚴重，也全面收緊防疫政策，從
1月24日零時起全國進入 「交通燈」 三級疫
情管控系統中的最高級 「紅燈」 級別，連

其總理傑辛達．阿德恩也要宣布取消自己
的婚禮。
在亞洲，日本疫情燒不停，近期單日
確診更首度暴增逾5萬例，東京也首次單日
確診逾1萬例，破疫情爆發以來最高紀錄，
為了有效防止Omicron病毒擴散，已有16
都縣開始執行 「防止蔓延措施」 ，僅次於
「緊急事態宣言」 。諷刺的是，此次疫情
正正是由駐日美軍引爆。最初美軍解釋說，
一些部隊 「成功遏制了感染」 ，但自去年
12月15日以來，9個基地的感染人數已超過
5000人。美國抗疫的失敗，要由日本民眾
來買單！
由美國、新西蘭再到日本，Omicron
引起的疫情高燒不退，遠未到達感染的峰
值，在此情況下貿然聲稱 「2022代表疫情
結束」 ，是多麼的不負責任。更重要的是，
美英等國的 「與疫共存」 ，是因為他們做
不到 「清零」 ，基本上「躺平」，不顧人民
死活。美國至今有7千萬人感染，86萬人死
亡；英國有近1600萬人感染，15萬人死亡；
日本有超過2百萬人感染，1萬8千人死亡。

歐洲更嚴重，意大利有一千萬人感染，14
萬人死亡。這些就是 「與疫共存」 的代價！
假若香港此時放棄 「清零」 ，將會出
現何種情況？首先是感染率飆升，每天感
染數字不是幾十或上百宗，而是成千上萬
宗。而鑒於香港70歲以上長者接種率僅
36%，是抵抗力最低的一群人，屆時安老
院舍或會出現大規模的感染致死情況。更
嚴重的是，由於感染人數不斷上升，現有
的醫療資源被嚴重擠兌，普通的醫療服務
也難以得到保障。而這種情況不是維持幾
天或一、兩個月，而會是半年甚至一年以
上。更別說，Omicron之後還可能出現傳
染性更高的變種病毒，香港難道要長期處
於這種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情況嗎？

或現百萬人感染一幕
退一步說，即便香港 「與疫共存」 之
下，得以與美英等國家 「通關」 ，但長期
無法與內地恢復通關，香港的經濟能得到
保障嗎？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

本質上是建基於內地的經濟支持，一旦脫
離了母體，香港不僅無法維持有活力的經
濟金融活動，一旦出現 「金融大鱷」 發動
的金融風暴，香港還有可能抵抗得了嗎？
還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得好，
Omicron在外國引起的病情不太嚴重、來
得快走得快，但有關地區群體免疫由持續
的經濟受損、以數以萬計生命換來，而現
有疫苗不能有效針對變異病毒傳播，故不
要幻想可與病毒共存。他認為，要控制疫
情需減低市民外出接觸密度至3成，才有助
令傳播率減低9成。
過去兩年的抗疫經驗說明，堅持 「動
態清零」 ，既能有效控制疫情發生與擴散，
最大限度減少感染、發病和死亡，避免醫
療資源擠兌，又能最大限度縮小疫情影響
範圍，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動
態清零」 較好地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之間的關係，能夠以最小成本取得
最大成效，有力保障群眾生命健康和經濟
社會發展。香港必須堅定不移走 「動態清
零」 的道路！
資深評論員

吸取教訓加強內防
與
外防
焦點評論

新年伊始，
虎年將至，本期
望着香港的經濟
將有 「虎虎生
吳志斌 威」 之勢，無奈
第五波疫情 「兇猛如虎」 ，令人不戰
而慄。社區隱形傳播鏈難以追尋，而
不斷爆發的確診個案也讓港媒不得不
以 「疫情失控」 等字眼來形容這波疫
情的現狀。戴口罩容易，截斷病毒傳
播難，追蹤感染路徑更是難上加難。
不可否認的是次特區政府也是及時果
斷地採取一系列措施，如強制封鎖檢
疫，嚴格控制社交距離和聚集，取消
晚上堂食以及迅速設立臨時採樣
點……可惜與病毒比速度，香港的防
疫措施總是讓人感覺被動，甚至有些
「後知後覺」 。
是次疫情爆發，一方面體現出，
兩年多的抗疫經驗讓政府和民眾有了
基本判斷和應對策略。但在另一方
面，社區感染 「遍地開花」 、源頭難
溯病毒難截，誰之過？此文想通過客
觀事實作出冷靜分析，對防疫政策提
一些想法。
首先，如何解決 「外防輸入」 的
政策制定與落地實施之間的矛盾。從
時間線上看，第五波疫情起源自從海
外回來、沒有遵守檢疫規則的多名攜
帶病毒的機組人員。雖然政府以涉嫌
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對相關
人員提出了檢控。但筆者認為，這樣
的結果本是可以避免的。
平心而論，香港免檢政策的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人性極其
寬容和善良的信任。那我們必須要問
的是，在 「外防輸入」 的政策方面，
相關的制度是否有被機構或個人鑽了
空子？防疫政策的落地實施，應該由
哪個部門來進行監督？豁免政策的制

定又將由哪個部門來統籌，並進行階
段性的檢討？
筆者去年在《通關難 走出慣性
治港的思維更難》一文中已經指出，
「香港的免檢政策和審批程序來看，
是 『政出多頭』 且複雜的。」 然而，
香港在抗疫進入了三年頭後，不要說
免檢政策和審批有無統籌的部門，就
連專門抗疫的指揮工作都沒有組建起
來。這就造成了，從表面上看，多個
部門都在抗疫， 「多頭多首同時運
作」 ，但一旦出了事情，要追責要質
詢，便無從入手。

「安心出行」須有追蹤功能
其次， 「安心出行」 的功效及其
局限性必須得到重視。早期就通關議
題進行協商時，內地防控部門就對香
港 「安心出行」 沒有任何追蹤功能提
出憂慮。早在2021年2月，為了進一步
實現全面強制推廣「安心出行」的運
用，當局不斷強調 「出行紀錄的比對
和提示功能亦只會在手機程式內進
行，個人行蹤不會外洩。」 然而，「望
月樓群組」說明，正是因為無法精準定
位人群，政府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人力
物力來被迫應對社群的病毒傳播。
需要看到的是， 「安心出行」 的
細節還是有許多值得優化的地方。例
如，按照現行的規定，用戶在進入商
場或餐廳必須掃碼，但是在購物或用
膳結束，卻不需要強制掃碼。而且由
於 「安心出行」 有自行設定時間 「離
開場所」 ，這就造成了許多人實際在
該場所的時間和 「安心出行」 的記錄
時間無法脗合的情況。
我們不能說 「安心出行」 形同虛
設，但一個可能只發揮了百分之五十
成效的措施，會不會因為剩下的百分

之五十的無能為力，而造成整個措施
的 「內爆」 ，這是值得政府深思的一
個問題。
此外，檢疫機制的運作是否需要
進一步完善？1月19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梁熙議員針對竹篙灣檢疫中心管
理混亂及衞生狀況不理想等問題，質
詢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之初，大嶼山的竹篙灣
檢疫中心使用率並不高，而相應配置
的 600 個 員 工 ， 也 是 顯 得 「 綽 綽 有
餘」 。但是在出現社區爆發之後，檢
疫中心人滿為患，面對短時間的龐大
檢疫人群，檢疫中心頓時顯得「兵荒馬
亂」，甚至出了不少大烏龍。這一現象
恰好說明，檢疫中心的混亂不在設備
或者是人員不足，而是缺乏前瞻性的
演練和制度化的管理培訓。
我們還要從「倉鼠群組」以及 「人
道毀滅」 事件來重新理解何為 「外防
輸入」 ，即病毒檢疫不僅在於 「人的
進出口」 ，還要關注 「動物及包裹的
流動」 。至今，相關部門都沒有詳細
介紹動物進口檢疫的要求。在疫情肆
虐情況下，從外國進口哺乳類動物，
有無特別的檢疫步驟和規章制度？
病毒沒有國界，但是一個社會要
穩定健康，不僅需要的是政府與時俱
進的決策判斷，更需要市民萬眾一
心，自覺配合。因為一個人戴口罩而
其他人 「坐等群體免疫」 ，也等於這
個人沒有戴口罩。而整個社會都戴了
口罩，但有人為了 「自私」 的 「自
由」 而選擇打破免檢規章，也會讓整
個社會陷入危機。在五波疫情中，內
防外防，千防萬防，防的不僅是病
毒，還要防的是沒有把香港當做自己
家，不懂得以大局為重的各種私心。
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
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戰疫必須堅持清零
距離慶祝虎年
尚有數日之際，香
港卻非虎躍龍門，
潘麗瓊
而是苦過黃連。第
五波疫情幾何級數爆發，擴散到愈來
愈多地區，大家感到風聲鶴唳。
Omicron防不勝防，對於是否應堅持
跟隨內地的 「動態清零」 ，連部分專
家都開始動搖了。
香港戰疫到了最關鍵時刻，有大
學助理教授卻認為， 「清零」 難實踐
且近乎不切實際，主張制定嚴謹的疫
苗氣泡方案，同時重開處所，因為政
府也需要照顧經濟和民生。這意味着
放棄 「清零」 ，改為效法西方的 「與
病毒共存」 。
香港一直在中西方抗疫模式之
間，舉棋不定。這是同一平台上，兩
種意識形態之爭。港人長年接受西方
教育，部分人置個人私隱於最上，所
以 「安心出行」 缺乏主動追蹤功能，
一遇到要追蹤密切接觸者，便 「倒瀉
籮蟹」 。有關部門瞻前顧後，沒有建
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追蹤溯源的制度
和機制，在危急關頭，喪失了24小時
黃金阻截期。中央之前對和香港恢復
通關有疑慮，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後，
說明這憂慮是對的。同樣出於尊重個
人自由，政府不強制打針，在疫苗接
種率上，打了一針的只有近七成八，
兩針的只有約七成，和內地超過86%
民眾接種了兩劑疫苗，有一大段距
離。
至於全民檢測找出隱性患者，即
使前年底在中央協助下，特區政府只
展開了 「普及社區檢測」 ，而第五波
疫情兵臨城下，有人仍堅決說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把人民群

不吐不快

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
位。」 堅持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
治盡治，遇上疫情擴散，全力以赴，
以防控疫情的蔓延。
西方「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就是
放棄抗疫，任由病毒進行優勝劣敗，
淘汰有長期病患和免疫力低的人。即
使染疫，由閣下自理。美國是醫藥和
科技領先的第一強國，卻有超過86萬
人死於新冠病毒。歸根究底，是經濟
利益主導了防疫政策。但連性命都沒
有，談什麼人權自由、經濟利益？

「與病毒共存」要不得
為了製造一種虛假安全感，西方
國家一直把新冠肺炎形容為大號流
感，但香港正被Delta和Omicron夾
擊，兩者都出現過死亡個案，香港長
者的接種疫苗率又偏低，萬一放棄抗
疫，後果不堪設想。
第五波疫情雖然兇猛，但我們不
妨參考去年5月21日廣州爆發Delta疫
情，當時10日之內傳五代，但廣州市
政府實施群防群控，追蹤密切接觸
者，在29天內控制疫情，最終159人
染疫，沒有一人死亡。香港除了在葵
涌邨主戰場進行 「殲滅戰」 外，還必
須在全港加強阻截，加快接種疫苗，
加強群防群控，確保經濟復甦只是推
遲 ， 而 不 是 脫 軌 （delay but not
derail）。
我們犧牲個人自由，為了集體的
自由，最高的人權是人命。切不可放
棄 「動態清零」 ，否則疫情失控，更
難望和內地恢復通關，和世界接軌亦
不可能，到時左右不是人，香港命運
就 「凍過水」 。
資深傳媒人

和全球經濟脫鈎是美國潑污中國的偽命題
美歐比任何時候
都難以跳脫自設的矛盾
困境，尤其在對華關係
張 敬 偉 方面。而近期聲稱中國
和全球經濟脫鈎，就是美歐潑污中國的
偽命題。
1月15日，《美國之音》發表署名文
章，再提中國與全球經濟脫鈎的老話
題。其得出的結論是，歐亞國家和中國
脫鈎的步子不大，但 「越來越多的國家
出於供應鏈和國家安全的擔憂，正在加
大企業逐步遠離中國市場的步伐」 云
云。其論似是而非。
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進出口規模
達6.05萬億美元，以人民幣計，2021年
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39.1萬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21.4%。中國穩固了
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的地位，而且與
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均實現穩定增長，
前五大貿易夥伴依次為東盟、歐盟、美
國、日本和韓國。此外，中國對 「一帶
一路」 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3.6%，比

國際關係

整體增速高2.2個百分點。而且，中國還
繼續舉辦服貿會，給疫情時代的全球貿
易提供助力。《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已經生效，中國還要加
入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
協定》（CPTPP），中國和全球經濟更
為緊密，何來脫鈎之說？

中國與全球經濟更緊密
全球資本也對中國市場維持 「熱
度」 。國際投資研究公司普瑞奇公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國際風險資本投資者在
2021年對中國初創企業的投資創下了新
高，總共向中國5000多家初創企業的投
資高達1290億美元。高盛首席執行官所
羅門強調： 「鑒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上的
重要地位，如果不參與，你就不是高
盛。」 「但我們從10年、20年、30年的
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而不是未來幾
年。」
若講脫鈎，也是美國要和中國脫

鈎，而非中國和全球脫鈎。2020、2021
兩年的貿易數據看，美國對華脫鈎已成
反噬。東盟和歐盟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中
國的第一二大貿易夥伴。美國對華貿易
戰導致美國通脹高企。儘管如此，美國
依然離不開中國製造。
所謂脫鈎，始於特朗普時期的對華
貿易戰疊加科技戰，最後變成政治宣示
的對華全面脫鈎。拜登時代沒有改變美
國對華的關稅政策，卻將更多中國科技
企業納入 「實體清單」 ，而且限制中國
企業在美上市，加速對華經濟脫鈎力
度。拜登也在打造排除中國的供應鏈，
以擺脫對華依賴，然而事實卻極其糟
糕。
一方面，美國雖然壓迫全球半導體
巨頭交出數據，甚至使得台積電和三星
等大佬在美國投資建廠，可是並未破解
美國和全球的「缺芯」難題。另一方面，
美國希望製造業回流，美國資本卻加速
流向中國。馬斯克的特斯拉美國工廠難
以維持全球供應，在中國建廠卻讓馬斯

克成為疫情時代最耀眼的資本大佬。馬
斯克對拜登政府的 「打臉」 ，不僅羞辱
了這屆美國政府的 「政治正確」 ，也讓
和中國脫鈎的美國吃相難看。

「清零」政策也遭污名化
可見，所謂脫鈎是美國政府的反華
手段，是以意識形態阻斷中美經貿交
流，更以政治圍城隔膜中美兩國幾十年
形成的深度利益攸關關係。美國給中國
科技企業套上了 「枷鎖」 ，給中國企業
戴上高關稅 「鎖鏈」 ，將中國上市企業
驅離資本市場……這實際是傷人自戕的
脫鈎。
美國參議院正在準備一份禁止進口
中國稀土的跨黨派法案，可見美國府院
正在加速推進和中國的經濟脫鈎。在白
宮和國會山看來，脫鈎已經成為最具殺
傷力的反華利器。美國對華經濟脫鈎，
卻污衊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鈎，也是美國
「州官放火」 霸凌心態的慣性使然。

美國潑污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鈎的論
據有二：
一是中國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被美國和西方政
媒刻意理解為中國和全球經濟脫鈎。然
而，既然是雙循環，何來脫鈎之說？中
國雙循環也是美國系統反華和疫情倒逼
下的正確選擇。顯然，美國和西方的論
據不值一駁。
二是中國實施 「動態清零」 的抗疫
方案，被美國故意解讀為中國和世界孤
立，這只是美國和西方掩蓋自己抗疫無
能的藉口。當然，美國潑污中國和全球
經濟脫鈎，也是其集體焦慮的體現──
若中國真和全球經濟脫鈎，美國和全球
貿易都將失去動力。
潑污中國易，尷尬自己留。中國貿
易依然高速增長、美國和全球資本繼續
流入中國，是中國脫歐還是美國脫相？
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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