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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把勁宣傳健康碼
有陽光的地方，烏雲就會消散；

有真相的地方，謠言就失去市場。坊
間圍繞 「健康碼」 的爭議不少，根源
在於大家對其一無所知或者了解甚少
，給反對派大肆抹黑 「健康碼」 提供
了可乘之機。

譬如近日有醫療專家稱，健康碼
只是作過關之用，市民沒有必要感到
憂心。如此解釋，其實並不準確。

健康碼於二月份由浙江省率先發
明，因為好用，很快推廣到全國。簡
單說來，就是根據風險程度，將人群
分成三個種類，風險高的是紅色碼，
須集中隔離；風險中等的是黃色碼，
家居隔離；風險低的是綠色碼，可以
出入公眾場所。這裏的公眾場所，指
的是食肆、火車站、機場、戲院、商
場等人流聚集地。一張健康碼在手，
就是告訴大家，你是健康的、安全的
，所以為你打開大門。

健康碼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期
限。原本健康的人染疫，或者與患者
有某種接觸，那麼健康碼會自動調整

顏色，由綠色變成黃色甚至紅碼。當
事人經過隔離，測試證明恢復了健康
，其健康碼又變成綠色。因此，健康
碼就是一個手機程序，用來追蹤高風
險人士，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
截斷傳播鏈。內地能一邊抗疫一邊重
啟經濟， 「健康碼」 功不可沒。

香港曾與廣東、澳門討論健康碼
，作為過關時的健康證明書，也即西
方所謂 「旅遊氣泡」 ，後因香港七月
份爆疫情，被迫暫時出局，眼下廣東
及澳門之間互認健康碼並作為出入境
的憑證。可見自由出境只是健康碼的
其中一個用途，並非全部。

正由於公眾包括不少專家在內，
對 「健康碼」 認知有限，結果謠言大
行其道。反對派不是鼓吹 「健康碼無
用」 論，就是抹黑為 「監察工具」 ，
甚至妖魔化為 「電子手銬」 。反對派
如此忌憚 「健康碼」 ，是由於作賊心
虛，但也反映特區政府在宣傳推廣健
康碼方面有不足，應該加
把勁。

井水集

中央助港抗疫彰顯血濃於水
全城翹首以待的社區普及檢測計

劃將在九月一日開始實施，為期兩周
。首支 「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五十
多名成員昨日抵港，他們將為普檢提
供指導及協助。中央的大力支持，有
助香港找出隱形患者，截斷疫情傳播
鏈，為重啟經濟及恢復正常生活秩序
，帶來了希望。

中央出手支持香港抗疫，是因為
香港疫情嚴重，超出特區政府的處理
能力。香港曾經是抗疫 「模範生」 ，
可惜，由於六月份大幅放寬限聚令，
加上邊境檢疫出現漏洞，尤其是反對
派舉行非法集會及非法 「初選」 ，導
致第三波疫情爆發，且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已是連續四十多天錄得雙位數
的新增確診個案，確診總數超過4600
人，死亡75人，是全國僅次於湖北的
第二個重災區。中央以全國幫助湖北
抗疫的方式幫助香港，非常必要，意
義重大。

對香港而言，最可怕的不是確診
數字，而在於社區有大量無症狀患者

，不盡快將他們找出來，疫情永難 「
斷根」 ，香港將在疫情反覆爆發的惡
性循環中沉淪，全面復工、復學遙遙
無期，出境旅遊及經營更加不可想像
。雖然特區政府急民所急，大手筆推
出三輪抗疫基金及兩次保就業計劃，
但並非治本之道，最多是 「吊鹽水」
而已。如果繼續拖下去，再豐厚的家
底都有耗空之虞，到那時用什麼來救
經濟、撐企業、保就業？

香港再也經不起折騰了，抗疫再
也不能拖延了。特區政府向中央求救
，中央則及時伸出援手，本月初已派
出先遣隊，與香港有關部門溝通，了
解香港抗疫流程及運作，一切都依據
「一國兩制」 的要求來做。特首林鄭

昨日介紹中央的支持主要在三個方面
：一是派人來港協助檢測，二是在亞
博館建造第二個被稱為 「方艙醫院」
的社區醫療設施，提供一千張病床；
三是在亞博館附近建造一座兩層的臨
時醫院，提供八百張病床。如此一來
，香港一直想做但做不到的社區普檢

將大規模展開，找出隱形患者後，可
以迅速隔離安置及治療，病毒傳播鏈
將被截斷，控疫在望。而且，普檢為
重推一度被擱置的健康碼、粵港澳三
地重新通關奠定了基礎。

每逢香港遭遇困境，中央一定會
伸出援手。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
來亦如此，祖國是香港最堅定的靠山
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實實在
在，看得見也摸得着。可笑的是，反
對派出於其抗拒 「一國」 及不承認中
央權威的陰暗心理，一直抹黑中央對
香港的幫助，冷嘲熱諷，製造各種謠
言，現在又將中央幫助香港抗疫妖魔
化為所謂 「木馬屠城」 之計，根本是
居心叵測，為反而反！

反對派千方百計破壞抗疫，不顧
市民死活；美國落井下石，詛咒香港
「落地獄」 ；而中央則雪中送炭，內

地援港人員犧牲與家人團聚，體現了
何謂血濃於水。患難見人心，中央的
無私與大愛，映照出反對派的冷血與
齷齪，市民看得清清楚楚。

社 評

政府正密鑼緊鼓籌
備普及社區檢測（簡稱普檢），

計劃將於9月1日展開。有專家指該計
劃將成為抗疫戰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不
過，坊間卻有些市民誤解檢測計劃，甚至
誤信反對派無理抹黑的謬論，其中最大的
誤解就是以為檢測病毒是為了收集人體基
因，作其他政治用途云云。有學者從科學
角度解釋， 「今次只是針對病毒做檢測，
與檢測人體基因是不同的檢測項目。 」
抗疫當前，人命關天，市民必須認清謬
誤，免墜謠言陷阱。

普 檢 抗 疫

切斷傳播

一碼通關

重振經濟

反駁謬誤
生活復常

普檢不收集基因
擊破反對派謠言

醫生：傻人才拿唾液來驗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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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會採
集市民鼻咽拭子（圖）和
咽喉拭子樣本

從科學角度，檢測病毒與檢測基因是兩碼子的事
。中大通識教育部講師、分子生物技術學博士吳家亮
早前在媒體上解釋，利用深喉唾液檢測是針對病毒
RNA檢測，而新冠病毒是RNA病毒，病毒核酸檢測並
非測試DNA。

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區結成亦表示，今次政
府做的化驗是針對病毒去做，得出的是與病毒相關的
資料，而非人體DNA資料， 「測試出來的結果陽性或
陰性，是說樣本中有沒有病毒基因中的核酸，跟拿樣
本去做人的整個基因組排序，是不同的事。」 加上，
要做病毒檢測和人體基因組排序的檢測，對化驗室的
要求設備、時間都不同。

血液比唾液更易驗基因
吳家亮表示，痰液中應該會有人體細胞，要把人

體細胞分析出基因圖譜，雖說是有這個可能，但事實
上捐血或很多場合都可以取得DNA，相信這涉及對機
構的信任。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更強調， 「我自己不相
信會被偷取基因，根本傻人才拿唾液標本來驗DNA。
」 他解釋，唾液有病毒和人類細胞的基因，但在三萬
個病毒基因裏，化驗師只抽取其中一小節，大約幾百
個基因來檢測病毒；相反，人類基因組裏有超過30億
的基序，如要看這基因組，其中涉及的工序、成本會
很高。 「尤其遇上樣本細胞不夠完整，檢測人類基因
是完全沒有成本效益的。如果真的要驗人類基因，抽
取血液化驗比唾液容易。」

梁子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收
集基因，例如捐血、驗身抽血。 「醫院都有大把機會
收集基因，想不到為什麼要借檢測，用最低效能的唾
液標本來偷基因？」 他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不會擔心
檢測時被人偷取DNA，反而看重檢測對防疫的幫助。

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會長李偉振亦認為，政府
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沒有可能會作人類基因檢測
，因為當中涉及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最
後結果又不是有價值的話，看不到為什麼要這
樣做。 「30年前，美國聯同歐洲多間生物化
驗所，合力才能做出人類基因圖譜，工程很大
。即使現在科技發達了，但要做一個人類基因
圖譜都不容易，更何況說一下子要做500萬個
。」 李偉振笑言， 「DNA 『送中』 ？」 行內人
一聽就知沒可能！

樣本在港檢測完即銷毀
政府重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只檢測2019冠狀病

毒，所有檢測在香港進行，檢測樣本不會送出香港以
外，在完成檢測用途後便會銷毀。政府強烈譴責有人
在網上散播謠言，妄稱檢測樣本會送出境，刻意歪曲
事實，企圖污衊檢測計劃。

▲華大基因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設立臨時氣膜實驗
室，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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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所涉個人資料
只是簡單如姓名、地址、身份證

號碼和聯絡電話等，與普通看醫生登記
資料相若，不算重大秘密。此外，在普檢

計劃下，檢測樣本與登記個人資料會分開處
理，完全不涉私隱問題。樣本瓶亦不會標示任
何個人資料，檢測機構只知樣本瓶序號而不知
樣本屬誰。另外，市民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加
密儲存在政府數據中心的伺服器內，供衞
生署或其他相關部門作防疫用途，不會

傳送出境外。所有個人資料與檢測
結果會於計劃完成後一個

月內刪除。

A
QQ 檢檢測測會會否否洩洩露露個個人人私私隱隱？？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主席于常海表示，根據北京、

武漢的經驗，檢測過後都會有小規模
爆發，不要妄想一次檢測，一世免疫。
「今日做了檢測無事，不等於明天無事！

」 但普檢目的是要盡快將隱形患者篩查出
來，切斷傳播鏈，使社區確診歸零，重新
做好個人衞生、防疫工作。對於是否要
作定期普檢？政府抗疫顧問許樹昌教

授指，日後可按風險，在高危
行業或爆發地點作定期

檢測。

A
QQ 一一次次檢檢測測一一世世免免疫疫？？

9月1日啟動的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與健康碼是兩個不

同的計劃，不存在接受檢測人士持陰性
檢測結果會獲發健康碼，或在特定時段到
指定地方活動。不過，參與檢測的市民，結
果呈陰性將會收到短訊通知；陽性則會有衞
生署職員致電通知，惟該短訊結果不能用作
廣東省通關證明。另外，健康碼計劃是為準
備粵港澳三地通關之用，政府指出，中央
已同意推出健康碼，目的用於出行或經

商，並無任何追蹤功能，有關推
行時間按疫情穩定後陸續

推展。

A
QQ 參參與與檢檢測測可可獲獲健健康康碼碼通通關關

？？

破解普及社區檢測謬誤

黃絲另搞檢測
化驗師或違守則

【大公報訊】政府發言人就有個別團體
或人士近日聲稱可為市民提供收費的2019冠
狀病毒檢測作出回應及澄清，表示有關檢測
服務並非政府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或特定群組
檢測計劃的一部分，涉事醫務化驗師隨時違
反專業守則。

有 「黃絲」 區議員近日推出所謂的民間
檢測計劃，聲稱與本地檢測公司合作，為居
民提供深喉唾液樣本檢測，計劃收費為 「成
本價」 。

政府發言人表示，根據香港醫務化驗師
管理委員會發布的《註冊醫務化驗師專業守
則》，新冠肺炎病毒檢測須在註冊醫生或牙
醫轉介下才可進行，否則涉事醫務化驗師可
能會被視為違反專業守則。

政府稱，任何醫生有理由懷疑確診個案
存在時，須立即通知衞生署。任何人違反上

述規定即屬違例。至於化驗所進
行病毒檢測，須把陽性樣
本以及相關個人資料，送
交衞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

務處進行核實，
以確保患者可盡
快接受隔離及適

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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