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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 月 17 日，香港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162例，抗疫工作仍处在关键阶段，且出现海外输
入病例上升的新情况。面对严峻疫情，社会各界纷
纷倾力而为，或慷慨解囊，或日夜奋战，在各自的
岗位努力着，以同舟共济的狮子山精神齐心抗疫。

“作为医生，理应冲在最前面啊”

为病患发放药物、抽血化验、进行静脉注射、
送上餐食……就职于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90
后”内科医生刘蕴珩正在负压隔离病房内有条不紊
地工作着。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刘蕴珩主动请缨加入了
医院成立的抗疫小队。“现在防护装备的存量非常
紧缺，我就申请一个人巡房，能节省一些是一
些。”常常通宵值班而滴水不进的刘蕴珩笑言，身
处抗疫一线，比想象中更辛苦、压力更大，“但作
为医生，理应冲在最前面啊！”

每天近距离接触疑似或确诊病患，感染几率大
增，为了保护家人，刘蕴珩暂时在外租房子住。香
港不少前线医护也作出同样选择，除工作外，都尽
量留在短租房或酒店内，避免可能的交叉感染。有
护士加入抗疫小队时，毅然花费数万港元租下 30
天的酒店房间，直言“为持久战‘疫’做准备”。

关键时刻，退休数年的护士麦女士、陈姑娘和
非典时就已参与前线工作的护士导师朱小姐再次

“出征”，自愿赴各医院深切治疗部照顾病人；香港
政研会组织“香港逆行者”义工队，逾 1600 人参
与，负责协助医院管理局的工作；香港私人执业专
科医生协会及“医护诚信同行”在网上组织私家医
生到公立医院提供协助，短短两天就得到200余名
医护响应……

注册中医师蔡文幸已在港执业6年，眼见部分
基层人士因难以负担医药费而未能就医，蔡文幸决
定帮有需要的市民义诊，并免费赠药，“希望尽自
己的一份力，守护大家健康。”

“从来世界怎么转，护理的心不损；同胞做事
永不倦，在风波中应变。”一支由东区医院医护团
队自创的音乐影片，唱出“‘疫’流而上”的决
心和勇气。有前线医生在发布歌曲的社交平台留
言板写下感谢字句：“抗疫不分你我，我们并非孤
身作战。”

“奉献爱心，相信希望就在前方”

疫情严峻，口罩、消毒酒精等用品供不应求，价格也水涨船高。而位于荃
湾的一家爱心药房始终以成本价销售防疫用品，甚至向有需要的街坊免费派
发，药房老板说：“看到老人家、孕妇或伤残人士排队那么辛苦，实在不忍
心，感觉自己应做些事帮助他们。”像他这样的店主很多。

这些天在香港，20余名“摩托义工”飞驰于街巷间，为基层市民派发由
社福机构提供的物资。“他们一句‘多谢’，就已经是我坚持的动力。”有义工
说，将香港人凝聚起来，就是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

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香港社会各界社团、企业及人士积极参与抗疫工
作，捐资捐物、倾囊相助。民主建港协进联盟、香港工会联合会获香港义工联
盟捐赠8万个口罩、在全港多个地区免费派发；香港深圳社团总会捐赠200万
港元和10万个口罩；香港赛马会成立紧急援助基金，拨款7300万港元予非政
府组织；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拨款逾1200万港元支持本地抗疫工作；渣打
银行香港捐出300万港元予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港铁公司捐出10万个口罩；的
士及小巴业界在全港多处设立服务点，为司机派发“抗疫爱心包”；香港艺人
古天乐要求自己投资的餐厅为员工放有薪假，更在全球各地搜购130万个口罩
交给社福机构；年仅10岁的本地小钢琴家宋林锜，把自己多年的演出奖金36
万港元全数捐出，专项帮助亟待支援的独居长者和特殊儿童……

受疫情影响，香港血库频频告急。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近日以多种
途径发起献血号召，不少市民积极响应。“香港，加油！”上周日在铜锣湾捐血
站等待近3小时的杜小姐，献血完成后向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她表示在危急
时刻为社会做些好事，是香港人充满爱心的体现。

除了全力抗疫，香港各所高校的医学团队也争分夺秒地行动着，加班加点
研制疫苗。香港科技大学近日研发出新型多层次杀菌涂层，可有效对抗新型冠
状病毒；香港大学医学院亦成功培育病毒株，目前正进行攻毒试验。

有研究人员坦言，“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或许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只要每天
都前进一点点，相信希望就在前方！” （本报香港3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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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3月 17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7
日表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
速蔓延，特区政府即日起对全球所有
国家和地区 （除中国内地、澳门及台
湾外） 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本月 19
日零时起，所有由海外入境香港的人
士必须接受 14 天强制家居检疫或医
学监察；而所有由中国内地抵港人士
的检疫安排维持不变，须接受 14 天
强制家居检疫，期间禁止离开香港。

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
媒。她强调，香港未来的防疫焦点主
要是堵截输入病例；近两个星期内，
约九成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属境外输入
病例或其紧密接触者，这些病例令香
港疫情再次进入严峻阶段，因此特区

政府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防控工
作，阻止输入性病例在社区传播。

特区政府卫生署介绍说，接受强
制检疫的人士必须留在固定住所进行
隔离；接受医学监察的人士则可以外
出，但必须佩戴口罩并每日汇报身体
状况。如有人违反法定要求，特区政
府将严肃跟进，依法办事。

林郑月娥再次呼吁市民推迟或取
消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同时保持严
格的社交距离，避免聚餐、聚会等活动。

据了解，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将加
开往返英国、美国的航班，接载当地留
学生返港。国泰表示，只要能组织到机
组人员，愿意随时按需要加开航班。特
区政府亦安排6.7万个外科口罩，供国
泰派发予从英、美登机的香港居民。

数日前，民进党籍“立委”陈亭妃发了一
篇文章嚷嚷“趁着疫情”民进党该如此这般，
总之就是“反中”赶进度。落井下石这种下作
的事情，想就不该想、做更不能做，民进党这
些家伙居然敢宣之于口、堂而皇之占据报纸版
面，简直就是鲜廉寡耻。拜托民进党，千万别
再扯什么“民主进步”“新闻自由”了。惘顾人
道常情和“民主进步”沾不上边，高调造谣惑
众更是“新闻自由”的死穴。为了一党一己之
私，把礼义廉耻都污名化了，民进党这些高薪
高位的政客们，到底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台
湾？培养出怎样的台湾后辈？民进党还有底
线、还要脸面吗？

并非笔者妄言。因疫情推迟的开学日，另
一位民进党籍“立委”炮打台湾中小学校园的

“礼义廉耻”牌匾，骂“礼义廉耻”是蒋介石的
“威权复辟”，声称挂此牌匾不利于学生独立思
考。这又是一个“扯铃”逻辑？因为扯铃 （抖
空竹） 是“中国文化”所以不能教孩子玩，因
为“礼义廉耻”是中国的思想所以就扯上了

“复辟”，扯上了妨碍独立思考，“趁着疫情”赶
紧污名？思考是对信息的推理、判断，如果不
知礼义廉耻的标准，中小学生怎么对照思考
呢？当年，这位“立委”到大陆推销农产品时
看上去也温文有礼，不知是否受益于礼义廉耻

的教育。我宁愿相信她是无知到认为礼义廉耻
是自己政治对手的发明，所以不惜滑天下之大
稽打击之，那倒还好些，无知总比为恶强。

全球抗疫之际，民进党的“趁着疫情”体
每日一章。“趁着疫情”取消大陆配偶及其子女
的健康保险；“趁着疫情”鼓噪所谓“加入世
卫”；“趁着疫情”没有底线地丑化大陆；“趁着
疫情”荒谬至极地散播“台独”病毒。3 月 9
日，“台湾基进党”新当选的一位“立委”在议
事机构叫嚣，台湾应该设个“内交部”，将主管
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归置其下，而“外交
部”应该设“中国司、中国科”，这位“立委”
为了“台独”已到了反智、弱智的地步，不开
口还能卖卖萌装装酷，一说话就泄了底，连两
岸关系的 ABC 都不懂，还煞有介事“问政”，
台湾政坛又添笑话一桩。如果“台独”喊得响
就能得欢心享利益，“趁着疫情”伤的不是别
人，伤的是正是台湾民众。

投靠民进党而成为“立委”的又一位政客也
大做了“趁着疫情”的政治文章，她提案将“中研
院”的英文名字从“中国的”改为“台湾的”，声称

“中研院”来台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改名？“不
改名会让成果被国际误认为是中国的研究成
果”。当下台湾疫情未缓，但老百姓依旧为口罩短
缺、医院感染心焦，产业面临萧条危机，“游览车

轮胎长了蘑菇”。年入千万的新科“立委”对此不
置一词，却在改名上起劲，难怪台湾网民质问：除
了改名还会什么？这位“立委”平时“平权”“人权”
不离口，却在电视上呛从武汉回台就医的病童：

“已经要给你送药了，为什么回来？”暴露了除她
自己的权力，什么“权”她都是喊着玩的！

当下，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省区进入“零
确诊”行列，并弛援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你

“风月同天”，我“同担风雨”，展现困难中的美
好。但民进党的媒体人、政治人物却继续大秀
其暗黑心理，绿色媒体把大陆的义行称为“反
扑”，主管防疫者声称不相信大陆疫情“一直往
下掉”，身居高位者发文公开羞辱世卫官员。一
面叫嚣加入世卫，一面把世卫骂得一钱不值，
沾上“台独”就如此疯癫了吗？

“趁着疫情”，政治盘算也好，利益算计也
罢，一场连一场的表演，凭落井下石、造谣丑
化的手段，真能坐收名利？恶的过程结不了甜
的果实，“趁着疫情”之恶终究会一点一点回到
作恶人的身上。

民进党“趁着疫情”大干坏事
邰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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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3月17日电（记者郭鑫） 澳门
特区政府公报 17 日刊登行政长官公告，公布

《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
关延伸区旅检区域的批复》，横琴口岸澳方口岸
区将于 3月 18日启用，并适用澳门特区法律实
施管辖。

公告说，行政长官根据 《订定在横琴口岸
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
法律的基本规范》 的规定，命令公布横琴口岸
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旅检区域自 2020 年 3

月18日零时起启用。
2019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
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
施管辖的决定》，授权澳门特区对横琴口岸澳
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依照澳门特区法律
实施管辖。

为此，澳门特区政府草拟了 《订定在横琴
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适用澳门特别行

政区法律的基本规范》 法律草案，并提交立法
会讨论和审议。今年 3月 16日，澳门特区立法
会举行全体会议，细则性通过该法案。

根据公告，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
伸区旅检区域总面积 66428 平方米，包括旅检
大楼澳方辖区、通道、交通枢纽平台，以及莲
花大桥原内地管辖的主桥和南侧引桥桥面、桥
体等。

横琴新口岸正式开通日期将由粤澳两地政
府商定。

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今日启用
适用澳门特区法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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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花田音乐会”近日在
江西省婺源县秋口镇李
坑 村 的 油 菜 花 海 中 举
行，带给游人新鲜的视
听感受。

图为演员在李坑村
的油菜花田里表演。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3月17日，3辆装载着9吨浙江援助意大利医疗物资的
卡车，出发开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相关物资将随浙江组建
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一同飞往意大利。据统计，加上前期
已运抵意大利的26.4吨防疫物品，浙江累计共有35.4吨物资
支援当地抗疫。

上图：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搬运医疗物资。
新华社发

左图：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在仓库内整理医疗物资。
新华社记者 郑梦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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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不动摇，
一手抓经济发展不松劲。3
月初，全市规模以上台资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图为台企员工正在
车间制造专业精密金属
零部件。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