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僑界
社團聯會「支援社區抗疫行
動」昨日前往屯門三聖，探
訪港九漁民聯誼會，並贈送
一批防疫抗疫物資。該會會
長黃楚基、首席主席余國春
和港九漁民聯誼會副理事長
黃全等參加了捐贈儀式。捐
贈物資包括：快速抗原檢測
劑4,000支、酒精消毒片10
箱（5 萬片）、N95 口罩
2,960個，及酒精消毒噴霧6
箱（150樽）等。

港僑聯贈港九漁民聯誼會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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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與葛珮帆昨日
拜訪警隊及入境處，
表達市民對他們無私
奉獻的感謝，了解前
線人員工作狀況，並
送上抗疫物資以示
關懷，為他們
加油打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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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子京）仁濟
醫院董事局
與懲教署愛
羣義工團昨
日合辦「仁
濟．徵心愛
羣 送 暖 行
動」，由懲
教署愛羣義
工團的懲教人員及仁濟支援抗疫團隊，上門向獨居或雙老長者及基層
家庭，派發由仁濟醫院贊助的300個支援抗疫包。
懲教署署長黃國興表示，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懲教署上下一心
投入抗疫工作，對外參與社區抗疫活動、內部亦採取「發現、隔
離、防止擴散」的應對策略，為社會擔當重責。
懲教署愛羣義工團中有部分為早前確診但現已康復的懲教人員，因

為感受過確診時的各種不適症狀和擔憂，故希望能在康復後參與抗疫
義務工作回饋社會，以過來人身份向社會發放正能量。
今次抗疫包內有多款抗疫物資，如水溶性維他命C、消毒搓手

液、快速檢測劑、口罩、保健湯包及乾糧等。仁濟醫院董事局黃楚
淇表示，派發抗疫包行動已於上月開展，未來會擴大服務對象範
圍，向劏房戶及少數族裔陸續送出抗疫包。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子京）
香港各界昨
日前往元朗
潭尾方艙醫
院，向方艙
醫院建設隊
伍致送愛心
禮包，感謝
他們廢寢忘餐無私奉獻。
是次捐贈活動由全港抗疫義工同盟統籌，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多位立法會議員和地區
組織共同發起。據介紹，各團體共籌集總值30萬元物資。
愛心禮包交接儀式昨日上午在元朗潭尾方艙醫院舉行，香港廣
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文頴怡表示，施工隊伍為了讓確診病患盡早
得到救治，連日來廢寢忘餐，故愛心禮包的物資亦經過精心挑
選，包括安宮牛黃丸、雞湯和防疫抗疫物資，以助施工隊伍恢復
體力，又感謝中央政府的關愛和支援，讓香港市民擁有了戰勝疫
情的信心保證。香港東莞社團總會執行主席張玉其，立法會議員黃
元山、陳恒鑌、林琳、梁文廣、吳傑莊，油尖旺區民政事務專員余
健強，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油尖旺召集人楊子熙，油尖旺社團聯會主
席王子成，香港廣西賀州市同鄉聯誼會會長潘景和參加活動。

「我把我最愛的媽媽送去幫助你們，香港加油！」內地

援港抗疫醫療隊成員、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主治醫師劉

婷的女兒羽忻的這封信，感動了千千萬萬的香港市民，同時引

發大眾對內地援港醫護人員的感激之情。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

禮行天下團隊的3名義工羅雪欣、董美茹及陳綺芬發起了「香港

小朋友向來港支援的祖國醫護及家人致謝並致敬」的網上留言平台，

讓孩子與家長透過豐富多彩且極具創意的文字、圖畫及影片等方式，

以感動、感激、感恩的心和愛，向內地醫護及家人送上祝福，同時也展

現出大家血濃於水的情誼，及同心抗疫無分彼此的團結精神。

��(���

◆ 港僑聯「支援社區抗疫行動」探訪港九漁民聯誼
會，並贈送防疫抗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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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總會昨日在觀
塘區發起第二輪「粵港同
心，十區聯動，抗疫送
暖」行動。粵港澳大灣區
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主動
聯絡油塘西區呂東孩區議
員辦事處，籌辦及協調活
動，並帶領副主席張弘、
張永達、胡智政、副主任
禤健鍇和陳豪哲等總會成
員來到油塘社區向基層市
民及確診家庭贈送抗疫防
疫物資。
「粵港同心，十區聯動，抗疫送暖」

行動籌集逾10萬份抗疫防疫物資，將
援助一萬戶家庭。連同第一輪行動派發

的物資，總會已經探訪500戶家庭及給
予物資援助，而下一輪的送暖行動已在
籌備中。

灣區青總籌逾10萬份抗疫物資援萬戶

「我也要謝謝
你，因為

你把媽媽借給我
們。」留言平台
的誕生，全因一
封回信促成。陳
綺芬接受香港文
匯報視像專訪時
表示，作為媽媽
很能夠感受到離
開孩子的不捨與
擔憂，對羽忻願
意支持自己最愛
的媽媽助港抗疫
十分動容，於是
陪伴和引導9歲的女兒悅悅撰寫一封感謝信回覆
羽忻：「這是一個情感和感恩學習的過程，而女
兒也獲益良多，並引起了正面的迴響。」
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總幹事林沛德的建議

下，羅雪欣和女兒子悠的幫助下推出了留言平
台，答謝內地醫護人員的辛勞付出，希望將感恩
文化傳播，同時找來好友董美茹幫忙。董美茹
說，自己以前從未想過，原來內地醫護來港支援
要放棄和犧牲這麼多，覺得他們十分偉大，因此
也找來自己的兩個孩子一起幫忙。

平台成立約一周已有逾3000「讚」
平台成立約一星期，已有約500個帖子，逾
3,000個「讚」。除了文字外，不少孩子用心寫下
長長的信件、繪製美輪美奐的圖畫以及拍攝短
片，感謝羽忻借出最愛的媽媽來港支援，以及對
所有內地醫護人員表達由衷的感激和敬意，感謝
他們付出的汗水與努力。有孩子對援港抗疫醫療
隊的義舉感動得流淚，形容他們是「天使」，並
希望抗疫之戰早日完結，他們可以平安順利回家

與親人團聚。
漢華中學

（小學部）的
薰霏就親手寫了
一封信給羽忻，
並在信上配了圖
畫，以一個巨大的
愛心包圍着羽忻和
劉婷，旁邊的花朵在
陽光的照耀下茁壯成
長、欣欣向榮。她在
信中說，羽忻的信令
自己充滿力量，衷心
感謝內地醫護人員來
港支援抗疫，「相信

很快便能戰勝疫情，讓你的媽媽早日平安回家與
你團聚呢！」
明愛馬鞍山中學的陳泓安在一幅英姿颯爽的醫

護人員圖畫中寫到：「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
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雖然我們素未謀面，
但你們一定要平平安安！」

學童摺心心感謝：加油！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的浩斌用紙摺了一個粉紅

色的心心，上面寫着「感謝內地醫護人員，加
油！」他感謝內地援港醫護人員冒險遠道而來支
援香港，希望他們好好保護自己，健康快樂，
「香港加油！中國加油！」
3位發起人坦言，外界對平台積極踴躍的反應

是他們始料未及，令他們感受到大家同為中國
人那種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感恩之餘更大受
鼓舞，希望在社會形成正能量，讓大家感受到
人間有情，又期望將來可以做得更多，向包括
香港醫護在內的不同抗疫人士表達感謝與敬
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第五波
疫情確診人數超過百萬，線上醫療諮詢服
務在支持香港抗疫同時減輕了前線醫護人
員的壓力。全港抗疫義工同盟及全港社區
抗疫連線昨日表示，自「線上醫療諮詢服
務行動」開展網上義診至今675場次，受益
市民有1.8萬人。「支援醫護．守衛家園」
行動已開發兩間酒店包括荃灣西如心酒店
和香港逸東酒店，分別為仁濟醫院、伊利
沙伯醫院前線醫護人員提供免費酒店住
宿。
「線上醫療諮詢服務行動」統籌丁良輝
昨日在線上記者會上表示，該項目於3月8
日啟動以來，為市民提供線上問診、線下
贈藥服務，幫助市民解決求醫難、找藥難
的問題，至今推動政團、社團和社會機構
搭建22個線上醫療諮詢服務平台，有1,268
位公營和私營醫院的西醫、中醫師、心理
諮詢師及專家學者在平台上提供服務。截
至目前，項目共開展了網上義診675場次，
受益市民1.8萬人，又舉辦了46場健康及心
理諮詢講座，直接參與市民共約8.6萬多

人。
參與義診的訊智醫療黃偉基醫生表示，

通過自行研發的醫療手機程式「訊港
醫」，聯合十多位不同專科醫生接受病人
詢問，開展逾兩個星期以來，已經有4,000
多人次參與，為足不出戶的市民提供專業
醫療建議和跟進。
「支援醫護．守衛家園」行動召集人黃
頌介紹，該項目主要分為物資捐贈、免費
酒店住宿及「醫護療心熱線」。物資捐贈
方面，至今提供11,600個KN95口罩、兩
萬份快測劑、585個愛心包予前線醫護人員
使用。另外，中石化（香港）捐贈175,000
個FFP2口罩，總值超過100萬元，將盡快
把這批口罩送給伊利沙伯醫院前線醫護。
「支援醫護．守衛家園」行動開發兩間

酒店，包括荃灣西如心酒店為仁濟醫院前
線醫護人員提供為期一個月30個房間的免
費酒店住宿，以及香港逸東酒店提供400個
房間供伊利沙伯醫院醫護人員入住。「醫
護療心熱線」則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免費
情緒支援，由資深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

和精神科醫生提供電話或面見的情緒輔導
服務。

譚錦球籲港青投身抗疫義務工作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總召集人譚錦球表

示，同盟設立了「義工關愛基金」，在抗
疫保衛戰中全力支援義工，希望更多的企
業義工與社區義工能夠加入，共同對抗肆
虐的新型冠狀病毒，又呼籲廣大市民特別
是年輕人，積極投入抗疫防疫有意義的義
務工作之中，通過義工服務增強大家對社
會和諧互助的責任感。

團體開發兩酒店 供部分前線醫護免費住

仁濟懲署義工向長者基層派抗疫包各界贈方艙建設隊愛心包

◆◆「「仁濟仁濟．．徵心愛羣送暖行動徵心愛羣送暖行動」」
啟動儀式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支援醫護支援醫護．．守衛家園守衛家園」」行動行動。。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供圖全港抗疫義工同盟供圖

◆各界昨日向方艙醫院建設隊伍致送愛心禮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昨日在觀塘區發起第二輪
「粵港同心，十區聯動，抗疫送暖」行動。

年紀輕輕的孩
子暫時無法站在
抗疫的最前線，
但在抗疫之戰上
也可以盡一己之
力，通過加油打

氣成為他們的後盾。「香港小朋友
向來港支援的祖國醫護及家人致謝
並致敬」的網上留言平台成功建
立，除了3名發起人外，她們的孩
子也有貢獻及付出。
董美茹的16歲兒子琅程是平台

的管理員，負責檢視留言，在看過
各帖子後，他覺得感動之餘，更發
現小孩子真摯的留言也可以帶動社
會的正能量，改變社會的氣氛，這
也驅使他更用心去營運平台，同時
他也對醫護的工作有更加多的關注
和了解。

平台成網上社群 團結港人
琅程表示，近日慢慢意識到醫

護的辛苦付出，其實十分偉大，
而最讓他意外的是，平時一個普
通用作做學校功課的平台，「諗
唔到可以搞到咁大。」他形容，
平台現在已成為一個網上社群，
將香港人團結在一起，希望可以
越來越強大。

羅雪欣的16歲兒子希源也是平
台的管理員。他表示看到帖文十分
感動，因為發帖者有不同年齡層，
不單有中學生，連幼稚園的孩子也
積極表達心意，「說明了愛心是跨
越年代界限的。」
至於回信給羽忻的悅悅，坦言最
初感到有點尷尬，因為不知會有這
麼大的迴響，但透過不斷與身邊的
人分享，看到平台的訊息獲得認
同，帶出正面訊息，她慢慢為自己
所做的感到自豪和開心，「希望可
鼓勵更多的人感謝醫護人員，使他
們在支援抗疫的工作中得到鼓
舞。」
3人鼓勵全體港人多加保重、做好
自己本分之餘，也多關懷長者，更
要多笑一點，實行上下一心，戰勝
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幼園孩子表心意 愛心跨越年代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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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童繪畫感謝內地醫護援港。 打氣平台圖片 ◆ 平台發起人及其子女分享內地
醫護的感謝。 視像訪問截圖

◆◆ 港童致內地援港醫護港童致內地援港醫護：：你們一定要平平你們一定要平平
安安安安！！ 打氣平台圖片打氣平台圖片

▲▲ 平台數日內已平台數日內已
收到收到500500名學童名學童
及家長向內地醫及家長向內地醫
護致意護致意。。

打氣平台圖片打氣平台圖片

▶▶ 港童感港童感
謝內地援謝內地援
港醫護港醫護：：
加油加油！！
打氣平台打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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