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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平時走進學校、深入社
區，致力於通過教授武術和醒獅，弘揚中
華傳統文化；隨着第五波疫情的爆發，他
放下教鞭和獅頭，活躍在西貢南安社區抗
擊疫情的第一線，街坊看到他都親切地稱
呼他「胡師傅」。他就是香港蔡李佛胡旭
春國術醒獅會創會會長胡旭春，他說︰
「蔡李佛的精神實質是俠，是幫助更多需
要幫助的人，在疫情期間，我想讓更多的
人得到幫助。」
香港疫情持續高發，看到南安很多社區

居民感染疫病，身處困境，胡師傅坐不住
了。疫情初始，檢測包急缺，他聯繫了香
港社團潮屬總會和香港汕頭總會，募集到
了大量的抗疫物資。他和義工在安寧花園
擺街站，一個禮拜擺三天、連續擺了一個
月，把當時最急缺的物資發放給當區居
民，緩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發放口罩
4,000多個，檢測包800個。
胡師傅告訴街坊，如果有需要，可以隨
時撥打他的電話。一來二去，安寧花園的
街坊迅速熟悉了熱情俠氣的胡師傅。2月
18日晚上9點多，街坊黃先生打來電話，
說他全身都痛，家裏又只有一個人，無奈
之下只能求助。胡師傅當時人在九龍辦
事，接到電話馬上就趕到安寧花園，送上
檢測包和連花清瘟給他，讓他先服藥。第

二天一早，胡師傅又過來幫他把樣本瓶送
到馬會診所，幫他拿給政府檢測證明。黃
先生感謝地說︰「我一個人住，又不能出
去，多謝你哋幫手，給你添麻煩了。」
看到有街坊打針困難，胡師傅就聯繫一

個在安寧商場的醫生朋友，介紹街坊過去
他那裏打針。對於沒有拿到籌號的，胡師
傅就請醫生用休息的時間來打，很多街坊
因此能打到針，非常高興，都說多虧胡師
傅，等疫情好轉後一定要請胡師傅飲茶。

求助逐個了解 做足回訪跟進
胡師傅同時也會收到很多民建聯、工聯
會轉介過來的求助個案，都主動聯繫、逐
個了解情況，並送去幫助。住戶張太一家
六口都被感染，胡師傅立刻送去檢測包和
6盒連花清瘟，並留下了自己的電話。沒
過幾天，胡師傅又接到好幾個電話，說是
張太的朋友，也想請胡師傅幫忙，胡師傅
二話不說，及時送去了抗疫物資。
對於所有求助的街坊，胡師傅還經常做

好回訪跟進工作，多次打電話回去問詢病
情，噓寒問暖，問抗疫物資夠不夠。很多
街坊轉陰之後，因為只在電話聯繫過，後
面都特地約胡師傅在樓下見個面，交個朋
友。有的街坊說道：「這次我們打電話求
助無門，多虧你上門，我一定要見見你
（胡師傅），當面表達感激之情。」
胡師傅說：「這次疫情多虧了中央政府

的支持，捐贈了很多物資，我派送的物資
也很多都是內地送過來的，發揮了很大的
作用。這次能幫忙街坊，我也感覺很正向
的反饋，香港的義工精神就是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這跟俠義的精神也是相通的。
我幫忙過的街坊很多也感恩，當知道我要
幫忙政府包裝防疫包的時候，安寧花園有
80多名街坊要出來幫忙，我都好感動。希
望大家齊心協力抗疫，做好防護，一定能
等到疫情結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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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仍在學的
醫科學生雖然還未能親自為市民接種疫
苗，但他們在外展服務中作為醫生輔助支
援角色仍然不容小覷。中大醫學院四年級
生湯可怡在醫生為市民打針的時候，除了
負責文書和資料輸入等工作外，也會向市
民解釋疫苗資訊，尤其是遇到小朋友害怕
打針的情況，她都會耐心安撫他們的情
緒，讓整個氣氛變得輕鬆，使打針過程更
加順利。
「如果連我們都害怕（病毒）的話，還

有誰可以走出來？」湯可怡不諱言有擔心
被感染的風險，但眼見疫情嚴重，一眾師
長和校友都無懼走到前線服務巿民，「作
為醫學生也想貢獻社會，作為未來醫護都
應該出一分力！」
一般市民對疫苗的好處和副作用都有基

本的認識，但其實社會上仍有一小撮人對
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一無所知，她曾遇過患
有精神病和心瓣病的獨居女士，完全不知
道為什麼要打針，也不清楚自己所患的疾
病以及是否適合打針，只是「見有得打就
去打」，「可見社會上仍有被忽略的弱勢
社群對疫苗以至防疫事宜仍不了解，應對
他們多加關注和宣傳，減低傳播風險。」

籌逾7萬元物資
除了參與醫學院的外展服務外，湯可怡
一直也有做義工，並且樂在其中。第五波
疫情期間，她看到不少長者受苦，於是聯
同家人和朋友為多個慈善機構籌得逾7萬港
元的抗疫物資，包括過萬個口罩及約千個
快速測試包，「只是打幾個電話，幫到手
都會盡力做。」

從英國回來讀書的湯可怡，認為香港一
向都是一個守望相助、團結和有人情味的
地方，她在抗疫期間看到很多感人和開心
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延續這份精神，繼
續互相支持，齊心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在外展
服務期間，羅嘉寶留意到基層社群較為缺
乏抗疫資訊和支援，在第一次外展當天，
有媽媽帶同快速測試呈陽性的5歲兒子前
往打針，母親坦言不知道原來呈陽性應該

要隔離。面對這個情況，也使她陷入兩
難：一方面不希望該名母親打不到針，但
另一方面也要對其兒子作出隔離措施，幸
好當時人流不多，且接近關門時間，在為
該母親注射後，中心馬上進行徹底消毒清

潔。
這件事讓羅嘉寶意識到，不單要為市民

打針，也要向他們灌輸正確的防疫衞生知
識。作為普通市民的一分子，羅嘉寶深明
疫情肆虐下，情緒難免低落，但她希望大
家不要氣餒、不要放棄，要堅持打針和做
好本分，不要將病毒傳染開去，這樣終會
迎來轉機。

醫科生做助手 講解疫苗資訊

加大防疫宣傳 讓基層知多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雨
衣、拖鞋、衣架、防滑墊、耳塞、指
甲鉗……日前，香港廣州社團總會、
香港廣州青年總會將這些日常生活用
品捐贈給青衣方艙醫院，廣州市政協
常委、香港廣州青年總會主席霍啟文
也出現在派送人員之中。此類物資也
將會陸續送往新田等六間方艙醫院。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
出席青衣方艙醫院捐贈儀式時表示，
方艙醫院落成後收到了來自各界愛國
愛港團體捐贈的大量抗疫物資，唯獨
缺少這些生活用品，相信這批物資可
以幫助很多在方艙醫院隔離的市民。
「有賴中央的關心和支持，統籌並

協調社會各界力量，為香港提供強大
的物資支持和精神力量，香港人都紛
紛響應中央的號召，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激發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
強大力量。」同場出席捐贈儀式的霍
啟文接受中新社專訪時說。
霍啟文認為，過去三年，香港經歷

的各種事情使得社會、經濟等方面都
受到很大影響，「無論如何，作為香
港的一分子，我們都要盡自己的力量
去幫助社會，幫助大家渡過疫情。」
很多團體組建青年組織去發放抗疫
物資讓霍啟文感到高興，而由香港廣
州社團總會倡導成立的香港廣州青年
總會，創始委員都是廣州市政協委
員，大家積極發動穗港兩地力量籌集
防疫物資。「每天我都會收到很多內
地朋友的問候，他們也願意去支持我
們抗疫。」霍啟文說：「我們得到廣
州市青年聯合會、廣州市穗港澳青少

年交流中心的『雪中送炭』，籌集了
逾1,600萬元人民幣的防疫物資，物
資分發給超過80多個抗疫前線團體、
慈善機構和地區組織。」

家族捐港大千萬元 監察病毒傳播
霍啟文的行動得到了父親霍震寰的

支持，霍震寰多次和霍啟文一起捐贈
和派發抗疫物資，「第五波疫情發生
後，我們家族捐了1,000萬港元給香
港大學進行『眾志成城疫情監察計
劃』，收集香港小區的實時數據，協
助評估及監察新冠病毒的傳播情況。
我父親認為，除了捐贈抗疫物資外，
對數據分析和信息管理這方面的投入
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霍氏家族賡續傳承的愛國愛港

情懷，霍啟文說：「主要大家都受爺
爺（霍英東）的影響，爺爺愛國至
誠、愛港至深，經常教導我們『沒有
國就沒有家』，他的報國之心與奉獻
精神一直深深影響着我們，所以我們
更希望祖國強大、大家有穩定美好的

生活，因此我們都比較關心香港和內
地的社會發展。」
霍啟文說：「包括我去的青衣方艙
醫院，如果不是中央的支持，香港不
可能在7天內完成這樣的工程，一般
情況下估計7天內連簽合同也不一定
能完成，這彰顯了我們國家的力量，
我也感到很溫暖。」
疫情當前，霍啟文除了忙於抗疫工

作之外，也在思考香港應如何盡快恢
復經濟和社會發展。「過去這三年，
香港很多市民都受到很大影響，儘管
我們送了不少的抗疫物資，但這些物
資只能解決防疫這部分，其實對他們
整體生活的幫助還是不算大的。下一
步，我希望香港上下一心，穩經濟、
保就業，才能解民困，真真正正幫助
到更多基層的老百姓。」
霍啟文在談吐間流露出憂慮，他呼

籲大家盡快完成三針疫苗接種，並遵
守特區政府頒布的疫情防控政策，眾
志成城早日走出疫境，共同邁向美好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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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學生積極參與外展服務。
中大醫學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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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為民打針 逾3000人受惠
中大醫學院：師生校友組隊 醫生坐鎮釋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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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街市買菜比幫市

民 打 針 的 風 險 更 高

吧！」雖然只是義工之

間的一句玩笑，卻反映

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師生和校友在疫情中對

回饋社會義不容辭、無

畏無懼的精神。該校醫

學院在上月初推行疫苗

接種外展服務，由過百名學院師生及校友義務為市民打針，至

今已有逾3,000人受惠。醫學院醫科畢業生師友計劃召集人羅

嘉寶指出，參與的義工都不覺辛苦，「大家都希望多行一

步」，很開心可以幫助到市民接種，「打得一針得一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外展隊深入社區，推
動學童打針。

中大醫學院圖片

◀陳詩瓏（打針者）與
醫科學生及醫生校友多
次出動到各區為長者及
有需要人士打針。

中大醫學院圖片
外展服務籌辦人之一、中大醫學

院外科學系上消化道及代謝外
科助理教授陳詩瓏向記者介紹計劃
緣起。由於適逢中大醫學院成立40
周年，一眾校友和教職員都希望參
與社會服務，一致認為在面對第五波
疫情肆虐下，最能幫助市民的方法就
是提高疫苗接種率，加上很多市民反
映預約打針十分困難，於是促使成立
了外展打針服務的決定，而且校友和
教職員反應踴躍、一呼百應，「我只
是發出一個信息，短短兩三分鐘已有
20人回覆答應參與，而第一次的外
展服務由決定到落實不足兩星期，真
的十分感恩。」

遠赴離島為長者接種
陳詩瓏提到，於上月初在九龍城

進行第一次外展服務後，發現很多
學童還未打第一針，連成人和長者
的需求也很大，於是相繼在深水
埗、離島及觀塘展開接種服務。長
途跋涉，只為獻出關懷，特別是離
島區很多年長、甚至年過九旬的居
民和僧侶所居住的地方可謂「叫天
不應叫地不聞」，他們因路途遙遠
及怕被感染而不敢出市區打針，但
同時又有很多行山人士途經他們的
住處、廟宇，深怕若被傳染後外出
就診更辛苦，故很感謝外展隊不惜
長途跋涉來到這麼「隔涉」的地方
為他們打針，而外展隊將來也會回
到相同的地方為市民打第二針。

大部分的疫苗接種中心都是由護
士負責注射工作，未能為市民提供
接種前的評估。陳詩瓏指出，中大
醫學院外展隊的獨特之處是全由醫
生負責，在專為兒童接種的日子還
有兒科醫生坐鎮。她憶述，有一名3
歲幼童因為接種流感疫苗後出現嚴
重過敏，媽媽帶他到過很多中心都
不肯為他打針，感到十分擔心；後
來到外展隊駐場的中心經兒科醫生
評估後，判斷出疹是打針後12小時
的事，與流感疫苗無關，因一般過
敏會在1小時內出現反應，故可以
安全接種疫苗，結果也安然無恙，
母親表示十分感謝和感恩，並指一
定會回來打第二針。

醫生團隊可處理特別個案
此外，她在大嶼山遇到一名女士

也有類似情況，對方山長水遠出市
區打第一針後出疹，之後想打第二
針被拒，但經外展隊的醫生判斷後
認為她本身是濕疹，與疫苗無關，
最後也安全為她注射了第二針，
「這說明有醫生團隊處理這些特別
的個案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陳詩瓏犧牲了周末假期來參

與義務外展工作，但她認為絕對值
得，「希望幫助香港一起抗疫。」
她指市民積極接種疫苗也是在幫忙
抗疫，期望大家可以咬緊牙關再
「捱一捱」，「相信很快可以迎來
戰勝疫情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