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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魔竟然這麼近……
葵涌邨少年禁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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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兩年 忙亂依然

兩年來，我們共同面對着一場世
紀疫情，無人可以獨善其身。與病
毒的距離，原來是很近很近……

葵涌邨成為本港第五波疫情爆發
的焦點，單是葵涌邨昨日便新增了69

宗確診個案，全邨累計有210人染疫。16
歲的陳同學與父母及妹妹住在逸葵樓，兩年來只是
「旁觀」 疫情，怎料短短四日，母親及妹妹先後確
診，自己便由被圍封的住戶變成密切接觸者。昨日
清晨被送到竹篙灣隔離，病毒由那麼遠，變成這麼
近。以下為少年的 「檢疫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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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封首天 一片混亂
今天逸葵樓已經有超過20宗確診，昨日聽說學校也有一位師姐的家長確診了，所以考試都延遲到農曆年假後。專家說大廈沒有垂直傳染的風險，所以我雖然有少少擔憂，但都覺得疫情應該不會蔓延的，明天的確診數字可能就會降低到單位數吧，所以我的生活未有什麼改變。今日下午如常到補習社，但到補習社不久，就收到了要被圍封五日的消息。買了媽媽需要的物資後，回到屋企樓下，眼前一切與早上出門時已完全變樣。藍紅閃爍的警車燈、檢測用的帳篷、看不到盡頭的圍封帶、路上急忙穿梭的穿着保護衣的工作人員……疫情已經來到我身邊了。今晚妹妹有點發燒，量過體溫是37.5度，低燒。不久後便有人拍門登記，之後便有工作人員派飯，再被帶到樓下的球場做檢測。我們都很配合照做，但由於沒有收到明確的指示，許多住戶都不清楚是自己下樓檢測，還是等到拍門才能出門。電梯和大堂一下子被人群堵塞了，非常混亂，這一切好像在電視上看過。圍封的第一天，除了有一絲擔憂，更多的是感到新奇，我家住低層，

又靠近大馬路，能
看到樓下發生的一
切，這天晚上，我
差不多沒有離開過
窗台。

21日
（星期五）

1月

◀葵涌邨首日禁足
的晚飯。

媽媽確診 全家焦急
今天妹妹還是37.5度的低燒，工作人員11點才送早餐來，等太久了，所以我們自己早就吃了。送來的是糯米雞，只好放在冰箱，餓了的時候再拿出來吃。這天隔壁的鄰居特別吵鬧，我走到門前聽聽發生什麼事，原來他在昨晚圍封時沒有應門，門外被封了封條，今天封條被撕下來而被發現了。他們不願意到樓下做檢測，於是和工作人員爭吵起來，最後工作人員只好搬出不配合檢疫的條例及罰則，才把他請下去。

由於不能外出，後樓梯的垃圾堆積如山，沒有人馬上清理，衞生情況欠佳，我覺得也是一種播疫風險。但今天最讓我驚訝的是，媽媽確診了。大概晚上八點，媽媽戴着口罩拍門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我，她說有防控中心的人打電話來，說她確診了，我當然難以置信，這不是快殺到埋身這麼簡單了，是已經中招了。
這晚媽媽搬到客廳睡，除了吃飯，全程戴着口罩，也沒有離開過沙發範圍。我開始感到擔憂，因為確診不再是 「他們」 的事了。這晚全家都在等，什麼時候才有人接媽媽走？我們又將會如何？我一方面

充滿疑問，一方面感到擔
憂，等着等着，便模模糊糊
的睡了……

22日
（星期六）

1月

▶圍封期間，經常望窗打發
時間。

等了又等 才送檢疫
今日是圍封以來，最忙碌多事的一天了，因為我不再是被圍封住戶，而以密切接觸者的身份，被移送到竹篙灣。

今日中午12點，媽媽被送往亞博館接受治療，低燒了數天的妹妹也確診了，下午三點被接走到博愛醫院。那刻我真的很擔心，但擔心的是她們兩個的情況，作為家中長子，我更希望確診的是我。晚上防控中心告訴我們，凌晨兩點將會有人接我們到竹篙灣檢疫中心。之前看過不少報道，說裏面物資缺乏，出事了也沒有人理會，我更曾在網上留言說 「我打死都不要進去。」 但現在沒有選擇了。晚上12點多，妹妹發信息告訴我，她又被移送到了屯門醫院的一個露天帳篷當中，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了，今晚有雨，天氣寒冷，她又在發燒，我很擔心。等到凌晨兩點，依舊沒有人來接我們走，那一刻最着急了，也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一直到凌晨四點，才有工作人員拍門將我們送上小巴，我不禁有點不滿。一天三餐基本都遲送一小時以上，檢測也是遲，對確診者的處理也是遲，媽媽足足等了16小時才被送走治療，連移送我們到竹篙灣都遲
了兩小時……等、擔心、着
急、再等……我和爸爸在這
樣疲憊的狀態下，進入了竹
篙灣隔離營。

23日
（星期日）

1月

◀獲通知要送往竹篙灣，急忙執拾細軟。

在竹篙灣 等過新春
今天早上就有阿姨拍門叫醒我們吃早餐，比起在逸葵樓圍封時真是準時太多了，而且11點就有人為我們做檢測及量體溫，感覺比在家安全多了，也不用去迫電梯。今天得知媽媽和妹妹都已得到妥善安排，我也安心不少。

事實上竹篙灣並沒有被說得那麼差，檢測和量體溫，送飯時間又準時，而且還有一呼即應的WhatsApp號碼。由於我要上網課及做功課，爸爸又要看電視，我就申請分房，他們很快就答應會安排。
回想這幾天，由看着別人做檢測，到自己要做檢測，再到家人確診，最後更被移送到竹篙灣隔離，每一件事想起來都很漫長，但又好像剛剛才發生的事情。由 「花生友」 變成當事人，由好奇到擔憂。經

歷了很多，單用言語難以表
達這份複雜的心情。本來明
天就有望離開逸葵樓的我
們，今天起又要開展新的
14天隔離生活了，不但如
此，還是這輩子首次要在隔
離營中度過農曆新年了。

24日
（星期一）

1月

▶陳同學慨嘆遲遲才被送往竹篙灣。

葵涌邨疫
情一發不可收
拾，全邨16幢

大廈，當中12幢都出現確診個
案，幾日間變成 「疫邨」 了。

小記數日來多次到葵涌邨接
觸了許多住戶及議員，看到逸葵
樓數以百計的住戶排隊檢測，聽
着居民反映他們迫爆在大堂等檢
測、短短一天後樓梯便堆滿了垃
圾……誰來正視這些傳播風險
呢？

但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有些
已經確診的居民，仍要留在家中
與其他家人同住16小時。香港已
經經歷了五波疫情，為什麼還如
此 「手忙腳亂」 ？之前的四波疫
情，我們有沒有吸取到教訓？政
府確實把防疫措施升級，但在增
加防疫人員、防疫物資上仍是龜
速進行。 「疫區」 由圍封、檢
測、配送物資到移送確診者，何
時才能做到無縫接軌呢？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記者手記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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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不容外力干預堅決清零拒絕躺平 堅定信心早日通關

龍眠山

反中亂港勢力一直在 「妖魔化」
香港國安法，並妄稱由指定法官審理
國安法案件會 「破壞司法獨立」 云
云。然而，謊言說上千遍也不會成為
真理。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昨日在司法年度開啟典禮上對此作出
有力的反駁。事實上，威脅香港司法
獨立的不是別人，正正是惡毒攻擊香
港司法制度及恐嚇香港法官的反中亂
港勢力。

香港司法獨立受到基本法的根本
保障，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
干涉，當然也不會因為指定法官審理
國安法案件的安排而受到影響。

張舉能舉出三個理由：首先，行
政長官任命國安法法官之前，可徵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其次，指
定法官和其他法官一樣，必須恪守根
據基本法作出的有關規定，宣誓盡忠
職守，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
精神，維持法治，主持正義。具體到
某個國安法案件由誰審理，屬相關法
院的職責範圍。換言之，特首指定國

安法法官，法院領導安排負責案件的
具體法官人選；其三，國安法法官會
就其裁決頒下詳列理由的判決書，供
公眾查閱。被告人可以上訴，確保其
得到公平審判的法律權利。

香港司法機構歡迎具建設性的批
評，但正如張舉能所指出，如果那些
「關注及評論並非建基於客觀事實和

理性評論，而只空憑臆測、出於政治
傾向或地緣政治的考量，這對促進香
港法治並無裨益」 ， 「任意批評法庭
裁決既是空洞無據，亦是毫無意
義。」 他警告，近來試圖恐嚇國安法
法官或向他們施加壓力的情況有所增
加，這是對香港司法獨立直接而公然
的冒犯，必須予以譴責。

一言以蔽之，香港司法獨立堅如
磐石，指定審理國安法案件的法官是
嚇不倒的，那些參與黑暴、鼓吹 「港
獨」 、肆意挑戰法律的犯罪分子一定
會受到應有的懲罰，那些企圖動搖香
港司法體系的破壞勢力
注定徒勞！

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有些人產
生抗疫疲勞及悲觀情緒，質疑 「動態
清零」 的可行性，西方輿論亦再次攻
擊特區政府 「清零」 政策，危言聳聽
指香港將 「喪失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云云，企圖擾亂人心。毫無疑問，現
在是抗疫最艱難的時刻，愈是這個時
候，愈要有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全
力以赴，堅決 「清零」 不動搖，堅定
與內地早日通關的信心。

香港抗疫堅持以 「清零」 為目
標，這是積極抗疫、對人民高度負責
的體現。保護群眾健康和生命安全始
終是第一位的，香港確診及死亡人數
都處於低水平，但仍然必須繼續堅持
「清零」 。一些西方國家美其名曰
「與疫共存」 ，實質是投降主義、
「躺平」 主義，結果付出慘重的生

命、經濟及社會代價。全球科技最發
達、經濟實力最強、醫療資源最好的
美國，確診及死亡人數雙雙創下 「全
球第一」 ，這是恥辱的印記，不是什
麼值得誇耀之事。由於香港整體疫苗

接種率不高，長者接種率更低，若放
棄 「清零」 而走 「與疫共存」 之路，
這意味着什麼已經不言而喻，這是我
們願意見到的嗎？

香港堅持以 「清零」 為目標，這
是發展經濟的必然要求。堅持 「清
零」 不容易，肯定要付出很多，包括
大規模檢測、收緊社交距離甚至是
「禁足」 ，對經濟活動肯定有影響，

但與 「與疫共存」 相比，付出的代價
卻是最小的。香港去年經濟強勁復
甦，失業率持續下跌，而內地去年
GDP增長8.1%，在全球一枝獨秀。相
比之下，美國經濟增長僅約3%，歐洲
經濟欲振乏力。哪一種抗疫模式較
好，事實擺在眼前，香港必須擇善固
執，沒有理由重蹈西方失敗之覆轍。

香港堅持以 「清零」 為目標，這
是與內地通關的基本標準。與內地通
關早就是民心所向，這不僅是因為親
情的呼喚，更是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
的必須。香港的未來在於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在 「雙循環」 中扮演 「參與

者」 及 「促成者」 角色，實現這一目
標的前提就是與內地通關。香港備受
疫情打擊的零售、酒店、旅遊等行業
期待 「北水」 打救，前提也是通關。
要恢復通關就必須對接內地的抗疫思
路和機制，經過數月努力，距離通關
僅一步之遙而已。但如果放棄 「清
零」 ，與通關目標勢必南轅北轍，所
有抗疫努力將付諸東流。

西方輿論一再攻擊香港 「清零」
政策，這是將疫情 「武器化」 、 「政
治化」 的爛招，旨在挑撥香港與內地
的關係，是反中亂港的延續。外資以
香港為基地，無非是看重香港是通向
內地的橋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若香港遲遲未能與內地通關，享受不
到內地快速發展的紅利，香港對外資
還會有吸引力嗎？

困難會令一些人喪失意志，但也
會令另一些人變得更加堅強。香港過
去經歷過無數考驗，今次也一定能安
然挺過。我們始終相信，冬天愈是寒
冷，愈是意味着春天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