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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陳肇始陳肇始：：已臨界社區爆發已臨界社區爆發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
道：本港新冠肺炎疫情不穩，昨日
新增26宗確診個案，其中25宗是輸
入個案、1宗可能與輸入個案有流
行病學關連，至今累計共有12693
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
示，Omicron變種病毒已經在社區
傳播，正密切觀察是否存在爆發，
形容現時處於一個臨界點，當前急
務是全力以赴處理疫情，希望在臨
界點前 「熄佢」 。

李家超感激
民安隊竭力抗疫

望月樓群組再添個案
據衛生防護中心公告，本港昨日新增個案涉及7男

19女(1至61歲)，其中24人帶N501Y及T478K變異病
毒株，其餘2人結果待定；除了一名1歲女嬰之外，
其他患者都已經接種2至3劑新冠疫苗。上述輸入個
案中的一名27歲女患者於平安夜前往芬蘭，大除夕經
荷蘭及泰國，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航班抵港，在機場檢
測呈陽性，她居住的魚涌康怡花園K座及曾到訪地
點已納入強檢公告。

至於一宗可能與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的個案為
50歲女子，上月27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於又一城
望月樓用膳，31日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同日採
集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令望月樓群組確診個案累計
共4宗。

同時，中心正調查一宗與望月樓相關的檢測初步陽
性個案，涉及一名38歲女子，曾於去年6月及7月接
種2劑復星疫苗，她是確診建築業工人的妻子，同於
上月27日下午約2時半至4時到望月樓用膳，29日根
據相關強檢公告進行檢測，結果呈陰性，她於30日被
界定為家居密切接觸者並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
她前日喉嚨痛，昨日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Ct值大於
30。她在荃灣德士古道178至182號山德士中心15樓
工作，她於潛伏期曾到訪地點會納入強檢公告。

或存短距離空氣傳播
就望月樓的相關個案，中心現已安排約340名密切

接觸者以及密切接觸者的家居接觸者進行檢疫，包括
22名餐廳職員和約170名食客。

陳肇始表示，經翻查望月樓大量閉路電視片段，發
現確診機組人員與父親坐在近門口的位置，有些人離
開餐廳時可能會經過，但沒有面對面接觸；對於有食
客在檢疫中心檢測呈陽性，該食客與早前確診的機組
人員於同一時段用膳，但雙方坐的位置相隔較遠，專
家曾指存在短途空氣傳播，她對此感到擔心。她續
指，預計在農曆新年前把 「疫苗氣泡」擴大至所有食
肆和其他表列處所，當局會與相關處所負責人商討安
排，會預留時間給處所和市民準備。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指，又一城望月樓
出現的Omicron傳播群組，與短距離空氣傳播有關，
認為市民一除口罩已存在感染風險，加上望月樓的空
氣清新機設置在天花板，空氣清新度不足，餐廳上下
的空氣不能流動，加上每小時換氣數量不夠6次，有
可能是導致爆發的原因。袁國勇認為，本港有機會爆
發第五波疫情，對於農曆新年後能否 「通關」，由於

本港疫苗接種率只有約七成，內地不與香港 「通關」
亦是合理。

若增爆發點或須收緊社交距離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現時最重要是

尋回未接受檢測的食客進行檢測，以免他們在無病徵
情況下在社區散播病毒。他認為現時未有相關數據，
毋須立即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他說，暫時只是望月樓
食客受感染，要了解清楚社區有無其他地方有個案出
現，若社區有超過一個爆發點，就需要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

因有住戶涉初步確診懷疑感染Omicron，馬鞍山雅
典居、北角英皇道南天大廈，以及東涌映灣園第2期
映濤軒第6座前晚被圍封強檢，相關區域昨早解封，
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共有40人被當局發出強檢令。

另外，因應荷蘭皇家航空於上月31日由阿姆斯特丹
抵港航班KL819有6名乘客檢測呈陽性，而國泰航空
於本月1日由英國曼徹斯特抵港航班CX216有3名乘
客檢測呈陽性，當局禁止荷蘭皇家航空及國泰航空的
客機在本月2至15日期間分別從阿姆斯特丹和曼徹斯
特陸香港。

農曆年前逐步擴大「疫苗氣泡」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昨在網誌表示，香港外傭數目近年逐步減
少，由2年前高峰期的超過40萬，降至目前約35萬，
單是去年11月已減少了約1400人。除了香港家庭中需
要外傭照料的人受影響，亦導致部分家庭成員因此要
離開工作崗位去照顧家人，從而影響勞工巿場及不少
行業，若情況持續，可能影響香港整體經濟復蘇能
力。因此，他認為在防疫大前提下，有需要增加外傭
來港名額。

需在防疫前提下增名額
目前作為外傭指定檢疫酒店的青衣華逸酒店、沙田

萬怡酒店，以及新物色的麗豪航天城酒店，共可提供
2138間房。至於竹篙灣檢疫中心第1期及第2期的原

定外傭指定檢疫設施，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來勢洶
洶，因此有必要騰出作其他檢疫需要，原本預訂入住
及部分正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的外傭，將安排到麗豪
航天城酒店接受檢疫。換言之，麗豪航天城酒店的
1138間房，在1月份主要只能用作 「對沖」竹篙灣檢
疫中心原本讓外傭入住的1000個單位，來港外傭人數
短時間內未能大幅回升。羅致光表示，當局正與合適
及有意成為外傭指定檢疫設施的酒店洽商，希望短期
內有公布。

羅致光指出，外傭的主要來源地菲律賓與印尼，
近期疫情放緩，但當地能否避過新一波疫情反彈仍
有待觀察，因為確診個案在聖誕節後有明顯回升趨
勢並觸發熔斷機制，有2間航空公司的來港航班已停
飛。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資科辦）宣布，今日起增加15個流動支援
站至25個，服務點將會覆蓋全港18區的港鐵站，協
助有需要的市民辦理申請 「港康碼」相關手續。截至
昨午已有721000名市民申請註冊帳戶，當中近八成市
民已啟動帳戶。

續優化程式方便市民使用
資科辦上月下旬開始安排外展隊在全港10個港鐵站

內設立 「港康碼」流動支援站，市民反應熱烈，期間
共協助約1.5萬名市民辦理申請 「港康碼」相關手續。

資科辦由今日起將於朗屏、上水、烏溪沙、大圍、
荃灣西、南昌、紅磡、九龍、太子、九龍塘、黃大
仙、何文田、西營盤、灣仔和筲箕灣港鐵站增設支援
站，連同上月已投入服務的兆康、大埔墟、東涌、青
衣、葵芳、啟德、牛頭角、調景嶺、黃竹坑及北角支
援站，在港鐵站的流動支援站增至25個。

外展隊將繼續由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協助有需
要的市民申請 「港康碼」戶口，以及下載或更新 「安
心出行」應用程式。資科辦表示，為協助市民自行登
記及使用 「港康碼」， 「港康碼」網頁剛推出2項新
功能，當中包括新增 「取消未啟動的帳戶」功能、簡
化 「忘記登入密碼」功能，以方便市民使用。

何珮珊指已為通關作準備
民政事務局早前已邀請資科辦舉行 「港康碼」簡介

會，為來自 48 個基層、同鄉及慈善社團介紹 「港康
碼」系統和運作，同時呼籲有關組織積極為會員及服
務使用者辦理相關手續。

另外，海關關長何珮珊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海關在準備本港未來與內地通關的大量工作，她說，
由於很多旅客口岸已有兩年無開放，之前派往支援貨
運查驗工作的人員，亦會再調回旅客口岸，包括在人
手配置、查驗設備和培訓等亦要作準備。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政務司司長李家
超昨日在民安隊成立70周年慶祝活動啟動禮上致辭
指，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民安隊竭力參與抗
疫工作，民安隊在抗疫這兩年來貢獻良多，備受社會
各界認同，他肯定民安隊作出的貢獻。李家超指出，無
論香港遇到什麼難關，只要大家同心協力，一定可以畫
出有利香港的最大同心圓，任何困難都可以解決。

協助管理多個檢疫中心
李家超表示，每當有天災人禍發生，民安隊都能迅速

調派人員作出支援，亦經常為政府部門提供多元服務，
永遠都不會鬆懈。他續指，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
發，民安隊竭力參與抗疫工作，24小時候命，包括奉
命管理多個檢疫中心，動員超過17萬人次，照顧近6
萬名須檢疫的人士，並指民安隊在抗疫的貢獻良多，
備受社會各界人士認同，他肯定民安隊作出的貢獻。

他又指，培育青少年也是民安隊的重點工作，民安
隊少年團成立至今已超過50年，現時接受訓練的少年
團員有近4000人。民安隊近年加強青少年的國民教育
培訓，培育少年團員關心社會、愛國愛港的精神。為
配合社會發展及需要，民安隊作出多方改革，包括運
用資訊科技提升行動的效能、通過資歷架構評審確保
訓練課程達到專業水平，以及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工作。

清代輯佚大家黃奭說，有墓誌言關公祖父

石磐公，父親道遠公，三世皆習《春秋》。

此說見於碑刻，當有所據。因關公家世傳

《春秋》學，關公年少習之，故年長猶能背

誦，也足見其對《春秋》研讀諳熟。

孔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湖北陽新關帝廟有副對聯：「作聖有何

奇，認真『忠義』兩個字；慕公無別法，

熟讀《春秋》一部書。」《春秋》思想，

正是關公文化的主要思想核心。

《春秋》「微言大義」，「上明三王之

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這

便是孔子作《春秋》，以寄寓善惡褒貶之

義的思想宗旨。這也是關公踐行《春

秋》，揚善止惡、大義參天的根本內涵。

毛宗崗評說道：「順逆不分，不可以為

忠；恩怨不明，不可以為義。如關公者，

忠可千霄，義亦貫日，真千古一人。」

文聖人孔子修訂《春秋》，而為文聖

人；武聖人關公踐行《春秋》，而為武聖

人。《春秋》一書，大聖人所以正君臣之

分，作忠義之氣，而示人以大綱者也。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

晚唐學者陳岳說：「聖人之道，以《春

秋》而顯；聖人之義，以《春秋》為高；

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

以《春秋》而奧。」

《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

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寫赤壁之戰後，曹

操敗走華容道，關公截住去路。曹操用程

昱之策，知道關公深明《春秋》，即以

《春秋》動之。曹操曰：「五關斬將之

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

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

子之事乎？」關公是義重如山之人，想起

曹操許多恩義，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又

見曹軍惶惶，心中不忍，便放了曹操。

《春秋》思想指明了中華民族獨具特質

的禮法制度、綱常倫理、道德精神、文化

傳統、人格修養、社會規範所具有的意義

和功能。

關公熟讀《左傳》，《左傳》是《春

秋》的註解，關公自然也是深明《春

秋》。所以後世人將關公視為熟讀《春

秋》的典範加以推崇和膜拜。

《左傳》註解《春秋》的方式共有四

種：解讀《春秋》筆法、用事例補充《春

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

傳文。

諷誦，是背誦、朗讀、誦讀的意思。

「略」與「皆」同義，是幾乎都、全都的

意思。上口，是誦讀詩詞歌賦、文章等純

熟時，能順口而出的意思。「諷誦略皆上

口」的意思是關公熟讀《左傳》，已經達

到爐火純青、倒背如流的程度了。

錢鍾書曾經說：「古之名將而精通《左

氏傳》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一三曾

標舉之，關羽、渾瑊、狄青等與焉。」

在中華文化中，關公是熟讀左氏春秋、

踐行春秋思想的文化代表。史書《三國志

關羽傳》裴松之注本記載稱：「（關公）

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三國

志魯肅傳》注引《江表傳》記載稱：「斯

人（關公）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

口。」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

左氏春秋。」

《春秋》與《左傳》的關係，是經和傳

的關係，「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

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

也。」（桓譚《新論》）意思是說，

《春秋》與《左傳》的關係，就像是衣

服的表和裏的關係，相輔相成，如果只

有《春秋》而無《左傳》，讀者就很難

理解《春秋》所包含的褒貶之義。通過

《左傳》的史事註解，讀者對《春秋》

的內涵就有了全面理解。

南朝梁文學評論家在《文心雕龍》評價

《左傳》時說：「傳者，轉也。轉受經

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

冕也。」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是為

《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與《春秋公

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

傳」。由於孔子修訂《春秋》時惜字如

金，講究微言大義，每用一字，必寓褒

貶，不易理解，所以《左傳》以《春秋》

為本，採用《周志》等列國資料，通過記

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對《春秋》進行的

補充、解釋和說明。

關公讀《春秋》的文化解讀

港外傭流失逾5萬
羅致光：或阻經濟復蘇

「港康碼」流動支援站增至25個

北角英皇道南天大廈日前被指明 「受限區域」 ，並無發現確診個案。 中通社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民安隊成立70周年慶祝活動
致辭。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網媒眾新聞昨晚
在社交平台宣布，將於明日（4日）起停止營運，網
站將不再更新，並且在一段時間後關閉。

去年10月9日，保安局發布聲明斥責眾新聞企圖令
讀者誤解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就基
本法23條立法的解說。發言人強調，多家媒體相關報
道與保安局局長說法相符，眾新聞聲稱保安局局長拒
絕保證基本法23條立法不以言入罪，實屬誤導。

眾新聞2017年由蘋果日報前網絡中心總監李月華
出任總編輯，其他創辦成員包括明報前總編輯劉進
圖、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麥燕庭等。

眾新聞明起停運

2022年1月4日 星期二

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