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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經過延長投票時間，日前
依然有大多數醫護工會人員表示不
會繼續參與罷工， 「醫管局員工陣
線」 為期5天的罷工無可奈何花落
去。這一失敗的結局是必然的。因

為在疫情高危時刻，它與香港廣大市民健康利
益背道而馳，與自身職業使命背道而馳。 「醫
護罷工」 支持者寥寥，一些高喊着各行各業聲
援參與罷工的囈語，最終依然是一廂情願。這
反映了主流民意的取態。

不過，那些鼓動罷工的背後力量不甘失敗
，又開始鼓動護士協會發動工業行動。鼓動者
更包括衛生服務界議員。相信這只是另外一場
鬧劇。不過從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一脈相承
的亂港行徑，和某些人的反人性、反人道的醜
惡嘴臉。

多年以來，香港人總體理性，反對那些以
罷工阻止別人搵工搵食的人。

疫情發生以來，亂港派鼓動醫護罷工的力
量，更是將廣大市民的生命健康作為威脅，而
且似乎不達目的不罷休。當全社會將注意力放
到防止疫情的關鍵時候，他們卻把這當作新一
輪亂港行動的契機。

如果說，還有市民起初迷惑於醫護工會提
出的 「新五大訴求」 ，那麼，當政府採取歷來
最嚴的控關措施，甚至有市民擔心 「控關」 會
影響日用品供應之時，醫護工會還依然我行我
素要罷工，提出嚴苛的、以自身安全為目標的
「保障」 要求，完全將醫護人員崇高的職業與
職業道德放置一邊。對此市民應該可以看清楚

了，他們哪裏是考慮香港疫情，相反是為了給
香港添堵，給香港抗擊疫情添亂，是一場地地
道道的 「政治騷」 。

相信也是上述因素，超過三分之二原罷工
人員醒悟，拒絕再罷工，希望回到崗位，服務
病患，與全港市民一道抗擊疫情。對此我們表
示欣慰。據稱，那五天有大約16萬人次醫務服
務受到影響。即便不是 「醫者仁心」 ，就是普
通人也會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 的感受吧。政治操弄蒙住了罷工組織
者的人性。

正當市民為醫護罷工 「壽終正寢」 而鬆口
氣之際，護協又按章工作。相信那些不甘失敗
者即將提出的罷工 「理由」 千奇百怪，但折騰
香港，利用疫情博取政治利益才是其不可告人
的真正目的。因為選擇為香港好只有一個標準
，那就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就
像那些堅守崗位、承擔罷工者工作量的醫護人
員和那些馳援公立醫院的私家醫生護士。

亂港分子最喜歡用的理由就是 「政府沒做
好」 。固然，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要求政府
做得更好，這是民眾的權利，政府的責任。但
是，客觀說來，相信香港是最早向市民預警，
並有預案的中國各地區行政單位之一。去年年
末，在內地通報疫情後，特區政府就已經嚴陣
以待，一月初已啟動 「嚴重」 應變級別。1月8
日政府刊憲，將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
系統病」 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下須法
定呈報的傳染病，並於當日生效成為法律。而
那時，本身是醫護人員的亂港派立法會議員卻

有異議，認為會影響港人人權，亦會嚇怕外人
來港。

此外，政府在春節前就有考慮隔離疑似患
者並給醫護人員隔離休息的地方。政府的這些
舉措專業性無可厚非。

但是，眾所周知，在香港如此狹小的地方
，政府的每一個選址都遭到當區居民反對。今
天，香港已經見不到我們熟悉的獅子山精神了
。否則，也不可能出現當社會健康危機產生後
，醫護人員竟然罷工的醜聞，這在全世界都是
令人不齒的。組織煽動者也必將因為他們道德
和職業操守上的嚴重缺失被社會所唾棄。

最近，又有黑衣暴徒出動了。他們不僅燒
毀政府擬做隔離營的樓宇，更是把燃燒彈擲向
一家新裝修好準備救治病患的診所。如果說這
些人還有 「為香港好」 的良心，蒼天都不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
理事長

議論
風生

葉建明

以市民生命作籌碼的罷工必然失敗

「醫管局員工陣線」 發動的罷工
以失敗告終，但仍稱將以不同方式繼
續爭取訴求，為再次罷工留下尾巴，
而香港護士協會亦接力發起工業行動
。在新冠肺炎疫情升級下，醫護罷工

破壞全城抗疫工作，對公立醫院運作造成嚴重影
響。根據《職工會條例》，醫護罷工屬於 「非法
罷工」 ，政府及一些機構過去也曾就違法行為申
請禁制令，以保障公眾利益。《僱傭條例》及醫
護守則也為醫管局提供充分理據採取紀律行動。
面對當前防疫形勢緊迫，政府及醫管局有必要拿
出決心，果斷以禁制令制止，並懲處罷工醫護，
以打好這場防疫戰。

醫管局須拿出決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升級、確診個案越來越多的
情況下，醫護罷工不僅破壞全城抗疫的氛圍，對
公立醫院的實際運作也構成嚴重影響，缺乏人手
令病人得不到適當治理，甚至搞出人命。 「醫管
局員工陣線」 罷工期間，有病人在沙田威爾斯親
王醫院失救死亡，家人認為因罷工令病人失救不
治，對事件極度憤怒，要求院方追究罷工醫護，
並召開死因庭。

除了被全城聲討之外，對於罷工的搞手及失
職的醫護，也必須作出追究，制止他們無日無之

的罷工搞局。有政黨建議特區政府向法庭申請禁
制令，飭令醫護停止罷工，假如罷工醫護仍然不
願返回崗位，醫管局應該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
就違法行為申請禁制令以保障公眾利益並非新鮮
事物。2014年非法「佔中」及「修例風波」期間，特
區政府及一些機構都有就堵路、破壞機場、港鐵
站、針對警員及家屬 「起底」 等行為申請禁制令
，並獲法庭批出。倘再有醫護發起罷工，政府申
請禁制令制止，既有先例可循，也有民意基礎。

事實上，引用禁制令禁止罷工，在普通法地
區亦不鮮見。去年英國皇家郵政工會計劃在聖誕
節前發動罷工，並向會員發起全國性罷工投票，
資方隨即向英國高等法庭申請禁制令，其後法庭
裁定工會進行罷工投票時程序不當，罷工行動非
法，頒發臨時禁制令，及後工會上訴再被駁回，
罷工最後 「難產」 。今年1月，迪拜環球港務澳洲
分公司與工會澳洲海事聯盟發生勞資糾紛，工會
計劃發動罷工，資方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最後法
庭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罷工，原因是工會向資方
提出的協議中有一項不容許採用外判員工條款，
涉嫌違反澳洲《公平工作法》。

基本法第27條保障港人 「享有組織和參加工
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但罷工不是沒有限制
，不是可以為所欲為。根據《職工會條例》規定
，罷工應只專注與其行業有關，或是僱主與僱員
之間的關係。「醫管局員工陣線」之流的工會透過

罷工要求政府 「全面封關」 等，而醫管局早已表
明有關訴求屬於局方權力範圍以外，故是次罷工
已經屬於 「非法罷工」 ，加上罷工出發點及訴求
都是聚焦政治議題，顯然是一場「政治罷工」。

根據《僱傭條例》，僱主有權以 「故意不服
從合法而又合理的命令」 、 「行為不當，與正當
及忠誠履行職責的原則不相符」 等理由，終止僱
傭合約且毋須給予通知。

再罷工可吊銷牌照

醫護違反醫生守則和護士守則有關 「為病人
及社會的利益善用醫護資源」 、 「保持專業實務
水準」 等條文，有可能被吊銷牌照。面對無視救
人天職及病人安危、最後搞出人命的罷工醫護，
醫管局有充分理據採取紀律行動，作出包括革職
在內的懲處。

現行的法例、守則已足以制裁罷工醫護，申
請禁制令更可加強阻嚇性，表明違法者除了干犯
相關法例之外，更要觸犯法庭禁制令，罪加一等
，從而令違法者不敢造次。面對當前防疫形勢緊
迫，政府及醫管局有必要為公眾利益着想，拿出
決心和意志，紀律處分罷工醫護，並以禁制令制
止隨時出現的新一輪工潮。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
會會長

醫護罷工陰魂不散 果斷以禁制令制止
議事
論事

姚志勝

反對派工會 「醫管局員工陣線」 以
香港並未實施 「封關」 為由，在上周一
連五日煽惑醫護人員參與所謂的 「罷工
」 行動，惹來社會各界的猛烈批評。

「罷工」 行動雖以失敗收場，但是
對方早已明言，他們擱置 「罷工」 只是暫時性。大
家也應當知道，黑醫護無故缺勤，將會增加其他當
值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及工作壓力，間接提高香港出
現醫療失誤的風險，亦增加病患失救的機會。

事實上，近日有網民在社交平台撰文提到，他
的舅父在上周五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做完手術後，推
回9A病房，但兩小時後，其他病友發現他的舅父倒
在床邊身亡，他質疑當時9A病房大批醫護參加所謂
「罷工」 ，造成人手十分不足，才會出現醫療事故

。發帖者一方面感謝仍在9A病房堅持上班的醫護，
另一方面大力譴責罷工的醫護，並聲言追究到底。

是故，政府和醫管局應當採取補救措施，杜絕
黑醫護再次發動 「罷工」 。首先，黑醫護所謂的 「
罷工」 ，根本不是爭取改善 「僱傭條款或條件」 ，
不屬於《職工會條例》及《僱傭條例》的罷工定義
，只能視作曠工及缺勤。在此情況下，雖然《僱傭
條例》第9（2）款規定 「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
而根據第（1）款終止其僱傭合約」 ，但是對於黑醫
護的曠工行為，其實並不適用。

退一步而言，即使醫管局不引用《僱傭條例》
第9（1）條，以 「行為不當，與正當及忠誠履行職
責的原則不相符」 為由，在不給予通知的情況下即
時解僱黑醫護，也能根據現行法例，在給予足夠通
知或代通知金的情況下解僱黑醫護。

此外，醫管局也可以根據現行的人力資源守則
及手冊，給予減薪或凍薪處分，或在他們未來需要
續約之時，才考慮是否繼續留用的問題。但無論如何
也好，醫管局也應給予懲處，並對外公布所有黑醫
護的姓名，減低私家醫院不慎請到黑醫護的機會。

另一方面，政府現時已將 「2019新型冠狀病毒
急性呼吸系統病」 列為 「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在
此情況之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可以根據《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第8條，訂立規例管制所有醫療及衛
生專業人員，規定醫護人員除了患病而申請病假之
外，不得無故擅離職守，同時禁止所有煽惑醫護人
員擅離職守的行為，違者即屬犯罪。只有這樣，我
們才能避免黑醫護再次藉故曠工，保障全體港人的
健康及安全。

應當防止黑醫護再曠工
有話
要說

文兆基

日前有滯留
湖北省的香港人
確診感染新冠肺
炎，其中七人在
武漢、三人在恩

施。疫情肆虐中華大地，每確診多一案，國人都多
憂心一分！病毒無情無眼，全國各省市區、港澳台
地區，乃至美日韓等國都無一幸免，相繼錄得確診
新冠肺炎個案。

應付無國界的疫症，最有效的方法是聽醫學及
科學專家們的意見，守謹防疫底線，相互團結、同
心合力渡過難關，雨後當見彩虹。

疫症無情，但患難中卻能見到真情。內地各省
市、外國的醫護人員自願前赴重災區武漢市參與抗
疫工作；中央以老百姓安全與健康為大前提，果斷
制訂各種抗疫援助政策都是清清楚楚，人命關天，
毫不含糊；不同省市，乃至海外，四方八面均向武
漢提供所需的醫療物資，都以最大力度、最快速度
運送到當地。側寫中華民族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仁愛實踐篇。

「獨」派藉疫情搞亂香港

歷史驗證，當世界各處有災難出現的時候，中
國政府以及華人社會都義不容辭，透過不同的途徑
作出有心有力的支援、善良同心。這回武漢疫情兇
險、殺傷力很大，國際社會同樣對中國付上很多的
支持與大面積的幫忙。執筆之際，已有超過20個國
家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向中國捐助疫情控制所需
物資；當中，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在支
援湖北高校抗疫物資的紙箱貼上印有中、日兩國國
旗、寫上 「加油，中國」 、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 、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字句的紙張，彰顯中
、日兩國長存的友誼。日本舞鶴市捐大連市抗疫物
質連對聯的相贈，情義深重的兩句： 「青山一道同
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這是超越宗族、不論血
緣的、人類生命共同體的呼喚，對教育工作者來
說，是甚具意義的生命價值教育的上佳教材。而
香港雖然同災受疫情侵襲，亦捐款超過十億元予內
地。

患難見真情的相反就是患難見猙獰。為何疫情
如斯嚴峻，香港竟有政治狂飆的、號稱代表醫護人
員的工會，竟棄病人安危不顧，以罷工威脅特區政
府 「全面封關」 ，誓要奪取政治話語權而後快？有
向來狹洋自重的 「港獨」 組織，向美國乞求得十萬
個口罩運返香港，一方面邀功，另一方面力數特區
政府的不是；但口罩竟非免費派發，是以 「低價」
出售。這明顯是藉疫情搞亂香港乃至國家、局勢不
亂誓不罷休。這對教育工作者來說，同樣是具有意
義、卻是十分負面的教材。

患難見真情亦見猙獰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日內瓦舉行全
球研究創新論壇。根據中方同世衛組織達成的安
排，同意台灣地區醫療衛生專家以個人名義參加
此次論壇。但民進黨當局稱台方是以 「台北」 名
義參加論壇。此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
小組主席賈德納致函WHO 「支持台灣成為觀察
員」 。台當局與美一唱一和，藉此大做政治文章
，搞政治操弄，實在是令人不齒。

圍繞世衛組織，這些年台當局沒有少折騰。
2017年，台當局費盡心機想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活動，結果世衛組織明確表示此事中國 「
全權決定」 ，並被當面告知 「今年不會邀你們」
，就連台灣記者也被拒之門外；2018年，台灣當
局鼓動15國提出所謂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
與大會」 的提案，在當天的總務委員會會議中被
否決，未能列入會議補充議程，但台灣仍在會場
外上演 「蹭會」 鬧劇；2019年，再次無緣參與
WHA，台前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聲稱， 「我們
要讓世界知道，WHO需要台灣」 ，但結果還是
WHO不需要他們。

2019年，由於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國家衛健
委及時主動向台灣地區通報疫情防控最新情況以
及在大陸確診的台胞信息。根據中方同WHO達
成的安排，中方同意台灣地區醫療衛生專家以個
人名義參加此次論壇。明明是中國 「同意」 的 「
衛生專家以個人名義」 ，並且是以 「在線」 方式
參加，但台當局卻說成台方是以 「台北」 名義參

加，如此厚顏無恥實在令人唏噓。
台當局如此折騰，既是民進黨某些人厚顏無

恥之舉，也是美國某些政客違背 「一中」 原則的
鬧騰。2019年1月，美國眾議院多名親台議員聯
署的支持台灣重返WHO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
過。今年1月31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
主席賈德納發布新聞聲明，公布由他領銜發起，
寫給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的聯名函，敦促WHO邀
請台灣成為 「觀察員」 。

對此，台當局外事主管部門發言人歐江安馬
上表示，台當局對美國國會議員以具體行動力挺
台灣表達誠摯感謝。他聲稱，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擴散全球，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切與憂心，更凸
顯台灣參與WHO的必要性與急迫性。除美國國
會議員聯名致函外，美國行政部門也已多次公開
重申美國強烈支持台灣參與WHA。美台一唱一和
，企圖以疫情為藉口，大唱政治戲，明眼人一眼
便看出，此乃 「醉翁之意不在酒」 。

眾所周知， 「一中」 原則是兩岸關係的基礎
，也是中美關係的基石。但事實上，蔡英文連任
勝選以來，不斷大放厥詞，將之前還若隱若現
的 「台獨」 真面目露了出來。甚至在接受BBC採

訪中，公然聲稱 「台灣已經是 『獨立』 的國家
了」 。

前幾天，賴清德 「以個人身份」 竄訪美國，
在參加華盛頓的 「國家祈禱早餐會」 時，蹭得與
美國總統特朗普 「同框」 。台媒高調炫耀 「關係
突破」 。在大陸全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之時，此
前就禁止口罩出口的台當局不僅毫無同理心，還
利用疫情趁火打劫，趁着這個 「機會」 大搞政治
操弄，如此卑鄙無恥，可謂是登峰造極。

島內一些人利用疫情趁火打劫的行徑，大大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心。近來武統之聲高漲，這既
因中國人民更加看清了台灣某些人的真正嘴臉，
也是對這些人把大陸的 「好心當成驢肝肺」 ，甚
至利用疫情趁火打劫的悲憤，同時，還是對島內
某些人無視大陸實力，把大陸的 「客氣」 當成 「
福氣」 、 「忍讓」 當成 「無能」 的強勁反彈。

對此次中國應對疫情的表現，有外媒分析，
中國藉武漢緊急動員體制，向世界展示出等同於
大型戰爭的全國總動員。其空運、鐵路運輸能力
超出了以前的想像，一周建成有上千病床的醫院
，人員和物資的快速集中，數千萬人的瞬間移動
管制，無不說明中國已經是屹立東方的強國。所
以，面對島內不少無可救藥的人，有網民提出 「
武漢疫情過後，是時候收拾 『台獨』 了」 ，這或
許代表了非常多的中國人民的心聲。

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博士

藉世衛論壇做政治文章令人不齒

▲連日來多個團體請願，要求醫管局追究罷工
醫護人員責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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