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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白宮
發言人迪爾（Judd Deere）1
日表示，防疫大將佛奇8日
不會出席眾院撥款委員會作
證，因為他忙著防疫，此刻
出席會 「適得其反」。然而
，參議院衛生、教育、勞工
和退休金委員會主席亞歷山
大（Lamar Alexander）隨即
宣布，佛奇 12 日將出席該
委員會的聽證。

白宮同意佛奇赴共和黨
當家的參院，卻阻撓他赴民
主黨掌控的眾院，可能是擔
心孚眾望的佛奇又發表與總
統川普唱反調的論點，讓亟
欲重啟經濟的川普臉上無光
。

眾院撥款委員會發言人

霍 蘭 德 （Evan Hollander）
說，委員會邀請國家過敏與
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
長佛奇8日出席小組委員會
的聽證，但白宮卻阻止他赴
會。《華盛頓郵報》率先披
露佛奇因白宮作哏無法出席
作證，白宮發言人迪爾隨即
發表聲明，稱佛奇忙著因應
疫情，之後會再赴國會。

外界認為，白宮可能是
擔心佛奇又說了什麼揭穿川
普國王新衣的真話。佛奇 3
月 12 日在眾院聽證會上表
示，美國的新冠病毒檢測體
制不合格，也曾在防疫記者
會上直白地說，如果各州太
快解封，出現第2波疫情在
所難免。

會適得其反會適得其反 白宮阻撓佛奇赴眾院作證白宮阻撓佛奇赴眾院作證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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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週五批准了由吉利
公司發明的新藥瑞德西威上市，這種藥物經
過對一千零六十三人之臨床試驗，有百分之
三十一可以提早痊癒。

包括阿拉巴馬州、田納西州、緬因州及
德州在四月三十日已经全面解除居家令，並
且讓零售商、餐廳、電影院及商場開放營業
，但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顧客容量。

德州休斯敦一家夜總會老闆被市警察局
查封，但是他声稱是以餐廳之名開業，這個

灰色地帶也為大家帶來困擾。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全國已經有超過六

萬人死亡，全國失業人數已超過三千萬，專
家認為近期內就會達到百分之二十的失業率
，這是從經濟大蕭條以來最高之失業率。

新藥及疫苗之研發是當前各國正在共同
努力之目標，然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政客
們仍然各有算計，面對這場毀滅式的無聲戰
疫束手無策，是我們人類最大的危機。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22//20202020

The FDA approved a drug after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 government-sponsored
study showed that remdesivir shortened
time to recovery by 31%. The study went
through 1063 patients and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strict test of the drug and
included a control group that received just
usual care so remdesivir’s effect could be
rigorously evaluated.

In the states of Alabama, Tennessee,
Maine and Texas all the
Governors let all
restaurants, malls,
movie theatres and
retail shops open their
doors at 25% of
customer capacity. In
Houston, one night club
wanted to open for
business and the owner
claimed that the club is
a restaurant. But the
city disagreed and tried
to block his opening the
door.

As of this Friday, the U.

S. jobless rate reached 16% percent with
Thirty million people out of work. This is
the worst economic condition we have had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We all hope the new drug and vaccine will
come to the rescue of our country.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rying to
find the solution, but in reality politicians
have their own agendas. We don’t see a
bright future coming with a solution yet.

New Drug Gives Us HopeNew Drug Gives Us Hope新藥上市救病患新藥上市救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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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俄羅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網2
日最新數據顯示，俄羅斯過去24小時內新增
962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24054
例；新增死亡病例57例，累計死亡1222例。
至此，俄羅斯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位列全球第

七位。
首都莫斯科市新增確診病例5358例，累

計 62658 例，為全國疫情最嚴重地區。目前
俄境內已進行了近 400 萬次新冠病毒檢測，
共有約21.5萬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綜合報導）韓國死亡人數已連續四個月超過新生兒數量。這意味著，韓國人口減少的速度
正在加快。韓國統計廳人口動向科長金振(音)表示，“按照當前的趨勢，預計在今年的年度人口統
計中，韓國人口將第一次出現減少”。

據韓國《中央日報》消息，韓國統計廳4月28日發布的《人口動向》報告顯示，今年2月韓國
共有2.2854萬新生兒出生，比去年同期減少11.3%，創下1981年韓國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2月份
新生兒數量的最低紀錄。

與此同時，韓國的死亡人數則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今年2月韓國死亡2.5419萬人，比去年同
期增加10.9%，創下1983年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

報導稱，這已經韓國連續第四個月出現死亡人數激增、新生兒人數劇減的現象。
2019 年 11 月至今年 2 月韓國每月人口減少幅度(死亡人數減去新生兒數量)分別為 1682 人、

5628人、1653人、2565人，去年11月首次出現死亡人數超過新生兒數量的現象，人口進入減少趨
勢。

2019年12月因為季節因素，冬季死亡的老齡人口增加，加之人們忌諱在年末生育、普遍傾向

在年初生產，導致人口減少幅度擴大。
新生兒數量和死亡人數變化趨勢
據報導，往年韓國祇有12月會出現死亡人數多於新生兒數量的現象，而到下一年，新生兒數

量就會重新超過死亡人數。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和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都遵循了這一
模式。

但今年的情況不同。 1月份韓國總人口仍保持著自然減少的趨勢，及至2月份，人口減少幅度
甚至不降反升。

報導稱，低出生率是導致人口減少的最大原因，老齡人口比例增加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韓國
統計廳人口動向科長金振(音)表示，“按照當前的趨勢，預計在今年的年度人口統計中，韓國人口
將第一次出現減少”。

韓國KBS新聞此前報導稱，有憂慮認為，“國家消失”、“民族消失”等極端性的預測並非
毫無現實性。低生育和老齡化造成的人口減少關係到國家存亡。經濟活動人口減少等人口結構上
的變化已經構成了韓國經濟和社會的嚴重威脅。

俄羅斯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近俄羅斯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近11萬例萬例
累計確診超過累計確診超過1212萬例萬例

韓國死亡人數，連續4個月超過出生人數！官方發警告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巴西死亡人數已經超過
6000人。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的最大公墓維拉福爾摩沙正在挖掘
的墓穴超過1.3萬個，每位家屬只能在墓穴旁停留五分鐘，因為
每五分鐘就會有一人下葬，連道別的話語都來不及說。

綜合外媒報導，維拉福爾摩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公共墓地，
主要提供給貧窮的家庭，聖保羅正遭到新冠病毒的襲擊，許多人

在這場疫情中失去生命，墓
穴的數量不夠存放，只好不

停的挖掘，如今已經挖掘超過1.3萬個公墓，但儘管如此，醫療
人員依然沒有放棄任何的希望。

英國天空電視台製片人瑪西婭•雷維多薩在墓地待了兩天。
她表示，那是一種緊張又令人難過的氣氛，一切都以非常迅速的
速度進行，“如果有多餘時間，可以待在墓旁五分鐘，但沒辦法

為死者祈禱，沒有時間告別，無法見到最愛的人最後一面。”

面對疫情洶洶來襲，巴西總統博索納羅4月29日卻回應，
“實施社交安全距離應該是州長以及市長的責任”，聖保羅是巴
西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有許多人死亡，“ （媒體）不應將不屬
於我的責任推來我身上，你們應該要去問聖保羅州長”。此話一
出，惹來許多爭議，被民眾痛批拒絕承擔疫情責任。

每5分鐘就有1人下葬！巴西挖上萬個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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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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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加拿大疫情曲線趨緩
聯邦與地方達成重啟經濟共識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累計新冠肺炎確診及疑似病例超過5萬例之時，

加聯邦政府公布與各省和地區達成的重啟經濟的共識，為各地采取措施

重啟經濟設立具體標準和措施。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宣布，聯邦、省和地區政府已商議，在科

學和專業意見的基礎上，同意對重啟加拿大經濟達成壹系列共同原則，

從而確定人們在復工、復學或恢復人際接觸之前須具備的條件。

聯邦與各省和地區的聯合聲明確定，各地可因地制宜，在不同時間

采取不同步驟來放寬限制。該聲明設立了重啟經濟所需的多項標準和措

施，諸如：病毒傳播受到控制；有足夠的公共衛生資源進行測試、追蹤

和隔離等；現有醫護能力得到了提升；對弱勢群體、重點人群等有足夠

支持；制定確保安全的工作場所操作規程；有序放松對“非必要”旅行

的限制；保障社區防疫能力等。

加拿大疫情曲線近來已呈現趨於平緩的勢頭。輿論認為，“壓平曲

線”的策略正在奏效。安大略、薩斯喀徹溫、新不倫瑞克等省份近日已

陸續宣布了分階段解禁、復工的計劃。

但特魯多提醒說，過快放寬限制措施可能導致疫情反彈。

加拿大官方還公布了新的新冠疫情流行病模型。模型的短期預測估

算，至5月5日，加拿大累計病例數在5.32萬至6.68萬之間，相關死亡病

例在3277至3883例之間。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表示，加拿大的病例增長正在放緩，且增

速慢於其他很多國家。但她警告，須警惕嚴重的第二波疫情。目前約

79%的死亡病例發生在長期護理機構或老年人住所中。

意大利應對疫情假釋囚犯
檢方質疑黑手黨大佬獲釋

綜合報導 為了避免新冠疫情在監獄擴散，意大利監獄管理局近日

宣布，刑期在18個月以下的在押囚犯可以轉為居家監禁，經法院專案批

準，部分高齡在押囚犯亦可獲得監外服刑。目前已有多名黑手黨大佬獲

假釋出獄，此舉引發了意大利檢察機關的質疑和社會擔憂。

據報道，意大利法院考慮到疫情可能危及在押高齡犯人生命安全。

米蘭高等法院法官近日已下令釋放西西裏黑手黨“我們的事業”(Cosa

Nostra)最有影響力的頭目朗切斯科•博努拉。博努拉年近八旬，曾因多

項罪名被判23年監禁，目前已經回到家中軟禁。

被意大利法官釋放的黑手黨高級成員，還包括65歲的溫琴奇諾•伊

安娜佐和72歲的羅科•桑托•菲利彭等多名在押重犯。伊安娜佐和菲利

彭兩人均為卡拉布裏亞大區黑手黨組織“光榮會”的重要高級首領。

意大利獄警工會(osapp)秘書長裏奧•貝尼杜奇表示，黑手黨多名

高級成員因疫情被假釋，是壹個非常令人震驚的事件，目前監獄在

押黑手黨犯罪組織成員約12000人，如果全部假釋對犯罪將是壹種無

形的縱容。

意大利負責黑手黨案件的檢察官卡菲耶羅•德•拉霍表示，目前被

釋放的幾名黑手黨高級成員，原本要被關在特別的牢房裏，避免他們與

外界接觸，進而遙控黑手黨的行動。如今這些人已回歸社會，代表當局

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將不會再發揮作用。

意大利司法部長阿方索•博納費德則強調，釋放在押黑手黨成員由

法院裁定，並非中央政府的決定和批準。司法部將會對因疫情而釋放在

押囚犯展開調查。

意大利5月4日進入抗疫第二階段
逐步重啟經濟活動

意大利總理孔特發表全國電視講話

，宣布5月4日正式進入抗疫第二階段，

逐步恢復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此外，政

府內閣會議上周末正式批準國家經濟財

政最新預算案草案，推出規模高達1550

億歐元的壹攬子經濟刺激措施。

意大利5月4日進入抗疫第二階段
意大利總理孔特表示，目前意大利

已經取得了遏制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成果

。全國人民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也表

現出了勇氣和力量。但是，進入抗疫第

二階段，仍然需要民眾的努力和配合。

根據政府最新頒布的防疫法令，從5

月4日開始，意大利民眾可在大區政府

所轄地區進行社會活動，非特殊情況和

工作需要，嚴禁跨大區進行交流及探親

訪友。

社區公園從5月4日起對公眾開放，

公眾場所民眾仍需保持至少1米的安全

距離，並允許個人外出運動和鍛煉。居

住在海邊的民眾可下海遊泳。

餐廳和酒吧5月 4日可進行外賣服

務，6月 1日可在店內接待顧客。民眾

在餐廳和酒吧取餐時應排隊，每次只

能壹人進入店內，就餐必須回到家中或

辦公室。

商品批發企業、制造業、建築業等5

月4日可恢復生產經營活動，但必須要

遵守工作場所的安全防疫規定；零售商

店、博物館、展覽館、體育場館等5月

18日恢復對公眾開放；美容美發店、按

摩中心等服務場所6月1日可恢復營業；

學校將於9月開始復課。

公墓殯葬活動5月4日恢復，出席人員

必須為已故者的近親，且人數不超過15人。

社會所有宗教活動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新防疫法令還規定，在無法保證社

交安全距離，以及進入封閉場所時，諸

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理發、醫院問診

等均須佩戴口罩。

意政府內閣批準新財政預算案

另壹方面，意大利政府內閣會議上

周末正式批準國家經濟財政最新預算案

草案，預計本周將提交國會審議批準。

該預算案草案推出了規模高達1550

億歐元的壹攬子經濟刺激措施。草案預

計今年第壹季度國民生產總值GDP將縮

減5.5%，第二季度縮減10.5%，全年國

民生產總值平均縮減8%至10.6%。

路透社發布的意大利最新國家經濟

財政預算案草案數據顯示，在規模高達

1550億歐元經濟刺激計劃中，大部分將

是采取貸款擔保和其他專項資金形式，

國家財政實際動用資金規模將會比該數

字少很多。

希臘總理發表電視講話
宣布松綁防疫禁令重啟經濟

綜合報導 希臘總理米佐塔

基斯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放

松各項防疫限制措施的確切時間

表，同時強調希臘也會持續地處

於戒備狀態。

據報道，米佐塔基斯說，

“我們將重返正常狀態，但我們

必須小心”。他稱，新冠疫情危

機是全球性的，也影響深遠，所

有人都必須與無形的敵人繼續作

戰，因此希臘政府會繼續公布疫

情信息，國家也會持續地處於戒

備狀態。

米佐塔基斯指出，相信希

臘社會可以對未來的挑戰做出

負責任的、認真的反應，“這

是壹次平穩、安全和逐步的回

歸”。

希臘衛生部發言人齊奧德拉

斯、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

斯等隨後介紹了從5月4日起放

松限制措施的計劃。

據悉，從 5 月 4 日起，希

臘全民禁足措施結束。小型零

售商店、理發店、美容院等

可以重開，但須實施類似超

市的人數限制措施，根據店內

面積分批讓顧客入內。另外，

還允許民眾在海灘等公眾場所

活動，但有組織的收費海灘依

然關閉。

從5月18日開始，希臘全國

博物館、考古遺址、公園等將會

重新開放。從6月1日起，大型

購物中心、咖啡館、餐廳等將允

許重新營業。

對於老年人和體弱人士，當

局建議在5月份依然留在家中避

免外出。至於6月份的解禁措施

，將於5月18日後公布。希臘教

育部長尼基· 克裏梅烏斯料將於

29日宣布逐步重新開放學校的時

間表。

另外，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

亞斯在受訪時稱，希臘正在爭取

時間加強公共醫療體系，為對付

可能在今秋卷土重來的第二波新

冠疫情做好準備。

基基裏亞斯還說，在經歷

了10年的債務危機之後，希臘

國家衛生系統受到了很大傷害

，因此要把增強國家公共衛生

系統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但

他坦承，希臘在爭奪醫療衛生

用品的競爭中很難與富裕的國

家匹敵。

德國基本傳染數隨解封回彈，分析稱疫情或現回潮
綜合報導 近日，隨著德

國逐步解封，該國的新冠病

毒基本傳染數出現反彈，英

媒分析稱，這或意味著疫情

出現了回潮，德國此後恐不

得不出臺更嚴格的封鎖措施

，以遏制疫情發展。

據報道，隨著民眾的解封

呼聲日漸高漲，德國於4月20

日邁出了逐步恢復正常公共生

活的第壹步，允許小型企業復

工復產。當下，德國各州也與

聯邦政府達成協議，全國範圍

內的限制措施將持續到5月3日

，學校則計劃於5月4日重新開

學。此後，各州將開始逐步放

寬封鎖措施。

另據英國天空新聞網29

日報道，由於新冠病毒基本

傳染數在前段時間持續下降

，德國壹度被譽為歐洲應對

新冠肺炎大流行最成功的國

家之壹。逐步解封之前，德

國的新冠病毒基本傳染數（R），

即單個病例平均能夠傳染的

人數已降至0.7。

然而，在逐步解封後的

29日，該基本傳染數已經反

彈至0.96，逼近德國政府此前

劃定的疫情可控上限。德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在27日

增加了1018例，在28日則增

加了1144例。

德國疾病防控機構——羅

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洛薩•

維勒（Lothar Wieler）強調了

新冠肺炎基本傳染數的重要性

。威勒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將該指標的值保持在1以下是

我們首要的目標。”

“基本傳染數越小，我們

的安全感就越強，（解除封鎖

的）空間就越大。”維勒說道

，“同時其他壹些指標也很重

要，其中包括單日新增病例數

量和病毒檢測能力。”

與此同時，威勒敦促德

國民眾繼續遵守社交距離規

定，乘坐公共交通及購物時

佩戴口罩，同時盡可能居家

不外出。

天空新聞網分析稱，基

本傳染數出現反彈或意味著

疫情出現了回潮，德國此後

恐不得不出臺更嚴格的封鎖

措施，以遏制疫情發展。不

過，多位德國官員對此認為

，目前認定解除限制與基本

傳染數反彈間存在因果關系

還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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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境外輸入：1,671
相比4月30日：+1

尚在醫學觀察無症狀感染者：989
相比4月30日：+8

當日轉為確診：0

當日解除隔離：12

累計死亡病例：4,633
相比4月30日：+0

現有重症病例：37

註：截至5月1日24時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衛健委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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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5月1日通

報黑龍江省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有關

情況，強調各地和醫療機構必須吸取

教訓，樹立底線意識，強化崗位責

任，避免此類疫情再次發生。

各地須吸取龍省聚集性疫情教訓
衛健委通報兩市本土感染：防控形勢認識不足 措施存薄弱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美國
政客多次質疑中方隱瞞疫情規模、瞞報確診總數
和死亡人數。對此，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中
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日前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第一時
間向國際社會公佈和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毫無保留同世衛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
經驗，這些工作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讚揚。
“中國在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人數統計上始終保
持透明，可以說每一個病例從診斷到治療的全過
程都是清晰的。”

張伯禮介紹，中國始終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
第一位，不放棄每一個生命，在科學精準救治上
下功夫，才確保了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市新冠肺炎
患者救治率高、病亡率低。“面對疫情爆發之初
的醫療資源緊張問題，國家調集4.2萬餘名醫務
人員支援。同時，我們在武漢執行嚴格隔離措
施，加上普遍服用中藥，有效切斷了傳染源、阻
斷疫情蔓延。”

建議民眾五一別扎堆
談及中國救治舉措的亮點，張伯禮認為，中

西醫結合治療是中國救治舉措亮點。中醫藥在新
冠肺炎患者救治早期症狀緩解、阻止重症轉危、
縮短病毒轉陰時間以及後期康復等方面都發揮了
重要作用。“雖然沒有找到特效藥，但是我國推

出的‘三藥三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
囊、血必淨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
宣肺敗毒方）在新冠肺炎的治療中起到了非常好
的作用。”
對於五一假期出行，張伯禮提醒，目前，中

國疫情處於平穩階段，大家在周邊地區看一看、
轉一轉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到景區人群扎堆的地
方去，這絕對是有風險的。他強調，旅遊景區一
定要限制遊客量，不要擁擠。“今年不看，明年
還可以看。如果遊客中有一名無症狀感染者，可
能就會傳染給許多人。因此，我建議大家五一放
假期間做好自我防護，減少旅遊、減少接觸、減
少聚會至關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湖北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5月1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
5月2日零時起，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調整
為二級響應，並相應調整防控策略。截至4月30日
24時，湖北省現有確診病例0例，現有疑似病例0
例。4月30日，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0例，
無境外輸入病例。全省已連續27日無新增病例，全
省除武漢以外地區，已連續57日無新增病例。
湖北省副省長楊雲彥介紹，經過三個多月嚴密精
細的疫情防控，全省疫情傳播已基本隔斷，前期應急
性超常規措施已基本阻斷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根據
國家有關規定和《湖北省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
案》綜合考慮，湖北省調低一級應急響應等級的內外

部條件已基本具備。

31省份均解除一級響應
另據中通社報道，截至目前，中國內地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解除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中國國家衛健委新聞發
言人米鋒5月1日表示，4月30日，內地新增6例本
土確診病例，均與此前聚集性疫情相關。4月份，
全國共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31例，其中超過
60%來自黑龍江本土聚集性疫情；共報告新增境外
輸入確診病例864例，超過1,000例治癒出院。米鋒
指出，要進一步提升檢測能力，加強醫院感染防控，
提高外防輸入、內防反彈舉措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當地時間4月30
日，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結束了在埃塞俄比亞為期兩
周的密集工作後，抵達吉布提，投入援非戰“疫”的
下半場。吉布提政府代表、青年與體育國務秘書卡米
勒，衛生部秘書長圖拉布、衛生部總顧問賈拉德，全
國抗疫應急領導委員會有關負責人及中國駐吉布提大
使卓瑞生到機場迎接專家組的到來。
吉青年與體育國務秘書卡米勒代表吉布提政府

表示，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的到來，是中國政府支
持吉方抗疫的又一實際行動。中國政府和企業已經
通過捐贈款物向吉方提供有力的物資支持，此次醫
療專家組來吉分享抗疫經驗，貢獻中國智慧，必將
進一步提振吉方戰勝疫情的信心。

此次中國政府抗疫醫療專家組由四川大學華西
醫院、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四川省人民醫

院、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和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
醫院的12名成員組成，專業領域涵蓋流行病、感染
病、呼吸、重症、普通外科、檢驗及中西醫結合
等，是中國政府派出的首批援非抗疫專家組之一。
專家組組長、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副院長曾勇表

示，專家組在吉期間將同吉衛生部、吉抗疫應急領
導委員會專家深入交流，並考察吉隔離、檢測和救
治醫療機構，同吉方醫護人員分享中國抗疫經驗，
提供防疫抗疫指導、培訓和技術諮詢，幫助吉方更
好開展抗疫工作。此外，專家組還將為在吉中資企
業機構人員和旅吉僑胞提供醫療衛生指導，讓海外
中國公民切實感受到祖國的關愛。

吉布提自3月18日報告首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以
來，疫情快速擴散、形勢日益嚴峻，截至4月30日確診
病例達1,089例，百萬人口感染率位列非洲國家之首。

張伯禮回應美政客質疑：
中國疫情數據全程透明

湖北應急響應降為二級

中國專家組從埃塞轉戰吉布提

■■疫情爆發以來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毫無保留同世衛組織和國中國毫無保留同世衛組織和國
際社會分享防控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治療經驗。。圖為早前中國專家圖為早前中國專家
參加世衛新冠肺炎信息通報會參加世衛新冠肺炎信息通報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根據國家衛健委通報，2020年4月以來，黑龍
江省哈爾濱市、牡丹江市發生境外新冠肺炎

輸入病例關聯的本土聚集性疫情，特別是涉及多家
醫院先後發生院內感染，持續時間長，感染病例
多，社會影響惡劣，給鞏固來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帶來新的壓力。
哈爾濱市聚集性疫情情況為：4月2日，87歲

患者陳某君，因“體溫37.3℃、右下肢行走拖沓伴
尿失禁4日”，至哈爾濱市第二醫院入院治療。入
院肺部CT顯示雙肺炎性可能。經治療後，未見好
轉，4月6日轉至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熱
門診，收入呼吸科住院治療。4月9日，影像學檢查
顯示新冠肺炎可能性大，轉入隔離病房收治，並完
善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及血清學抗體檢測。4月10
日，哈爾濱市疾控中心報告核酸檢測結果陽性，診
斷為確診病例，轉入黑龍江省傳染病防治院治療。
經流行病學調查，對密切接觸者進行核酸篩查，陸
續確診數十名關聯性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其中包
括上述醫院的數名醫務人員，引發新冠肺炎聚集性
疫情。
對於牡丹江市聚集性疫情情況，通報指出，4

月16日，牡丹江市康安醫院先後報告新冠肺炎疑似

病例2例，4月18日診斷為確診病例。經流行病學
調查，對密切接觸者進行核酸篩查，陸續確診多名
關聯性病例，其中包括牡丹江市康安醫院、牡丹江
市北方醫院數名醫務人員。

要關注境外輸入 嚴防本土播疫
通報指出，上述情況暴露出有關地方和醫療機

構對疫情防控形勢認識不足、院前防控措施存在薄
弱環節、核酸檢測工作未能按要求及時開展。
通報還指出，各地和醫療機構要深刻認識疫情

防控面臨的嚴峻形勢。各地要高度重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抓緊抓實抓細常態化疫情防控。特別是航
空口岸和陸路邊境口岸所在地，要時刻關注境外疫
情輸入情況，嚴防發生本土感染傳播，出現關聯病
例甚至是聚集性疫情。
此外，通報強調要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要求，進

一步提高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能力，繼續夯實醫療機構
院內感染防控基礎。

提核酸檢測能力 夯實院內防控
黑龍江省衛健委5月1日對外發佈，4月30日0

時至24時，黑龍江省省內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
例，均為境外輸入關聯性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
例。全省無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截至4月 30日 24時，黑龍江省累計報告境
外輸入確診病例386例。現有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270例，境外治癒出院病例116例。追蹤到境外
密切接觸者2,101人，尚有16人正在接受醫學觀
察。
4月30日0時至24時，黑龍江省無新增境外輸入

無症狀感染者。截至4月30日24時，黑龍江省現有境
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9例。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嚴格管控人員出入嚴格管控人員出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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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半旬, 穩坐世界新聞
首位依舊是新冠病毒四處肆虐
之事，除此之外，穩坐亞席者
，毫無疑問便是北朝鮮領袖金
正恩健康的謠言的滿天飛矣。
為何 「金仔」的生死傳言如此
氾濫？原因很簡單，朝鮮已經
兩週沒有金仔公開露面的報導
了，也未對有關他的健康狀況
的傳言做出回應。是以有關金
正恩的健康狀況和這個擁核國
家命運的傳聞，便震天價響、
飛舞漫天了。

北朝鮮，這個全球最封閉
的國家，在這段敏感的時刻，
仍在以該國領導人金正恩的名
義，給外國領導人和國內工人
發信、送禮物。朝鮮的新聞媒
體與以往一樣，充斥著歌頌金
正恩領導力的宣傳。至於跟北
朝鮮同文同種的南韓，則多次
表示，未發現朝鮮有“任何異
常”。不過，缺少來自朝鮮的
實實在在的信息，謠言仍在氾

濫，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
更 把 一 篇 金 正 恩 手 術 後
“處於危重狀態”的報導

，稱為“不正確”的“假新聞
人們在不同的新聞媒體或

社交媒體帖子上忖測：現年36
歲的金正恩要么是據信在健康
上出了小問題，比如扭傷了腳
踝，正在療養；要么是在接受
了心臟手術後“處於危重狀態
”；要么是在緊張的朝鮮外科
醫生或中國派去給他治病的醫
生操刀做的心臟瓣膜手術出了
問題後，已處於“腦死亡”或
“植物人狀態”；要么是患了
新冠病毒肺炎，正在隔離。

中國人對於上述的傳言，
抱著 「信不信由你」的態度。
不過，4 月24 號晚上一則由中
國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的姪女
、目前是香港衛視綜合台副台
長秦楓在微博發表圖像，是
「兩根蠟燭」，疑似暗示、透

露出金正恩經己出事。就在千
百萬海內外中國人正在竊竊私
語時，該個圖像突然被刪除，

是來自哪個方面的渠道，要禁
止那 「兩根蠟燭」在暗示、散
播不利消息時，身為 「紅二代
」的秦楓，立刻又在網路上發
表了一篇短文說： 「各位親友
，那 「兩根蠟燭」真的不是經
我刪除的。我真不會把它放上
微博，又自己把它刪去。是上
面為了顧全大局才會這樣做。
哈哈哈哈，祝大家週末愉快。
」她接著在文章下方留言：
「有些人願意等著官方宣布,才

會承認這個真相，這個事實。
我這個人，只說事實。當年金
日成去世晚了34小時，金正日
離世後，更是晚了51小時才公
開宣佈。看看這次要晚了多少
個小時，官方才會宣佈？對了
，武漢李文亮醫生離世多久官
方才宣佈？信不信由你，我這
個人就從來不發假消息的。」

大眾對這些未經證實的消
息的準確性表示懷疑，韓國的
新聞媒體似乎對其中的大部分
不以為然，認為它們是來自中
國社交媒體和其他地方傳播的
網上謠言。但這些消息也不能
被完全忽視，因為朝鮮如此神
秘，以至於世界上最強大的情

報機構，一直都未能打入金正
恩的核心圈子。

金正恩最近一次公開露面
是在4月11日，當時他主持了
一個政治局會議。 4月15日是
金正恩的祖父、朝鮮開國領袖
金日成的誕辰，金正恩缺席朝
鮮這個最重要日子的官方活動
後，外界開始猜測他的健康狀
況。

總部位於首爾的網站“每
日朝鮮”上週一引用朝鮮內部
一個匿名信源的消息稱，金正
恩在4月12日接受了心臟手術
，目前正在恢復中。之後，各
種傳言不斷。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次日加入到這個瘋
狂活動中來，它報導稱，華盛
頓正在密切關注金正恩“處於
危重狀態”的情報。上週六，
美國熱衷於名人八卦的網站
TMZ，出現了這樣的大字標題
：“朝鮮獨裁者金正恩，據報
導已在心臟手術失敗後死亡。
”

如果金正恩真的病了，特
朗普已不止一次地祝他身體健
康。

“朝鮮的保密和我們對可

靠信息的缺乏，為謠言創造了
滋生的環境，”首爾梨花女子
大學的國際研究教授利夫-埃
里克·伊斯利(Leif-Eric Easley)
說。 “但隨著國內外越來越多
的人想知道他是否失去了正常
生活能力或是已經死亡，一直
不公開露面會製造不穩定。”

近日來，韓國人及其在華
盛頓的盟友們正在間諜衛星和
其他資源的幫助下，對朝鮮進
行全面偵察，以尋找金正恩的
踪跡，以及為發射導彈做準備
工作的跡象。

他們的努力把他們帶到了
元山。小城元山位於朝鮮東海
岸，金氏家族在這裡有一處海
濱別墅，裡面有遊艇、水上摩
托艇、馬道和一個專用火車站
。

華盛頓專門研究朝鮮的網
站“北緯 38 度”(38 North)上
週六引用來自商業衛星的圖像
報導，一列“可能屬於”金正
恩的火車，至少自上週二以來
，一直停在元山火車站。

元山是金正恩最喜歡的導
彈試射地點之一。上週六，韓
國的一篇新聞報導稱，美國在

位於朝鮮東海岸更靠北的宣德
，偵察到了導彈測試的準備工
作。朝鮮曾在去年8月和今年3
月，在這裡發射導彈，金正恩
兩次都在場。

在4 月24 號，從朝鮮元山
上空拍攝的衛星圖像中，可以
看到可能屬於金正恩的專列。
PLANET LABS, VIA RE-
UTERS

韓國官員私下表示，金正
恩在導彈試射現場露面，可能
是平息猜測的一種戰略做法。
但朝鮮也曾用這種準備工作，
讓外部敵人捉摸不透。

人們對朝鮮這個世界上最
孤立的警察國家有著強烈的地
緣政治興趣。朝鮮已進行過六
次地下核試驗，並聲稱已經製
造出足以將核彈頭送到美國本
土的導彈。金正恩2011年掌管
朝鮮時只有20多歲，曾被認為
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領導人。

自那以後，金正恩已建立
了牢固的控制，並表現出足夠
的殘忍，處決了可能對他的權
力構成威脅的姑父，金正恩還
曾稱特朗普是“精神錯亂的美
國老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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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王全璋一家團聚

原為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王全璋，曾代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
2015年7月在官方 「709」大抓捕後，
「失去音訊」近 3 年，2019 年 1 月 28

日，才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
判，認定王全璋觸犯 「顛覆國家政權
罪」，判處有期徒刑 4 年 6 個月，並
剝奪政治權利5年。

從那一刻開始，王妻李文足，與
709 案其他被捕人士的家屬，堅持維
權抗爭，受到國際社會矚目。美英西
方國家政要及人權組織，三翻四次促
請北京政府遵守平等民主之普世價值
，釋放王全璋。德國總理一次訪京，
更主動要求接見王妻李文足，聽她哭
述王全璋既被無理拘押 ，又復在獄中
慘受酷刑摧殘事宜。事後德國總理曾
要求中方總理作為調解，可惜仍是不
得要領。

等 了
5 年 ，
王全璋
於 4 月
5 日 終

於刑滿出獄。想不到王全璋仍未能即
時返回北京家 中，卻被以新冠肺炎防
疫為理由，轉送至他的戶籍地山東濟
南上去，來進行居家隔離，橫蠻無理
地拆散王氏夫妻父子刼後重聚！4 月
25日，他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突發急
性盲腸炎住院，王全璋愛妻心切，欲
前往探望，但在往北京中途，卻遭警
方攔截，隨後才在警方押送下，趕回
北京。

據香港有線中國組臉書上傳影片
，王全璋在晚間7時30分許，回到夫
妻在北京的住處，他在社區門口登記
並進入社區。而李文足和兒子泉泉，
就從家裡窗口望下去，一直看著王全
璋進門。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也在臉書上
傳返抵家門的影片，他進門後隨即去
盥洗，兒子則在一旁說 「感覺情景像
打仗時候，一天一夜」。

旅居德國的媒體人蘇雨桐則在推
特上傳王全璋一家三口相擁而泣的影
片，畫面中李文足強忍腹痛擁抱著丈
夫與兒子，三人低頭啜泣。

當晚見到王全璋回到北京，與妻
兒相擁哭泣的情境，看着看著，我也
忍不住掉淚下來……此情此境，讓我
想起距今109 年時的1911年，廣州起

義烈士林覺民寫給妻子的〈與吾妻訣
別書〉，忍痛跟妻子解釋自己走上革
命道路的選擇。在網上找出來重讀一
遍，信中描述的中國，跟今天何等相
似？生於亂世，當然希望與至愛能長
相廝守， 「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不過，面對現實，滿街滿巷都有
「維權」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

？」
林覺民形容，中國是一個令人

「不當死而死」、 「不願離而離」的
國度。 「第以今日時勢觀之，天災可
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
，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
之中國，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即或
倖存，卻 「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
成穿而骨化石」。縱然如此，人生能
夠與至愛相遇，誠然是一件美事。不
過， 「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
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
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
善其身」。這是林的選擇── 「以天
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
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兩人自此訣別， 「吾今不能見汝
矣。汝不能舍我，其時時於夢中得我
乎！一慟！」除了托夢相遇外，林思
念愛妻之情，躍然紙上： 「吾居九泉
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
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
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
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傍汝也，
汝不必以無侶悲！」再次讀畢此信，

無不令人動容……
今天在中國的維權，不像林覺民

般從事革命，不過，極權者也無法容
忍這一群和平追求憲政者。劉曉波因
起草《零八憲章》於2008年12月8日
再次被捕，在 2009 年 12 月 25 日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

。2020年本應是他踏出監獄的一年，
不過，2017年劉曉波就離開我們了，
遺下愛妻劉霞，也要遠走他國……一
片連墓碑也容不下的土地！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也加上在中國家庭教會牧師王怡身上
，2018年12月9日， 「秋雨大抓捕」
。2019年12月30日，王怡被判刑9年
。王曾跟妻子蔣蓉說：如果有一天被
捕後，要記住： 「不管是否自願，無
論我往何處去，都是為了傳播福音的
緣故。無論如何，我的妻子都是師母
。人為的力量，可以改變我們事奉的
時間、地點及方式，但卻無法改變我
們事奉上帝的基本使命。」 「去監獄
就如去非洲一樣。我仍是傳道者，你
也是傳道者的妻子。我們昨天的生命
是福音，明天亦然。因為那召我們的
，是昨天及明天的上主。」

這些人，選擇了擁抱自己要追求
的價值，觸動了極權政府的神經，先
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囚……這個極權
體制，容不下百姓獨立自主的人格，
在中國大陸，他們只要一個聲音，他
們會用盡一切殘酷手段，來打壓一切
異己的聲音，消滅那些提出問題的人

，那怕他們只是和平地表達訴求。因
為拒絕順從，就是 「顛覆」，因為發
出良知的聲音，就成為 「煽動」……
平凡的丈夫與妻子，平凡的父親與母
親，都成為政權眼中的 「造反者」！

這是生為今天中國人的悲哀，這
個偽裝盛世的國度，容不下一張平靜
的書桌，為了維穩，還要拆散多少個
家庭？

想起聖經《希伯來書》的作者，
形容一群在世上忠於所信者為 「世界
不配有的人」（十一38）。先知以賽
亞，同樣在亂世之中，宣告他見到的
異象：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
不再被記念，也不被人放在心上；當
因我所造的歡喜快樂，直到永遠；看
哪，因為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
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
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那裏不再
聽見哭泣和哀號的聲音。那裏沒有數
日夭折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
人；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未達百
歲而亡的算是被詛咒的。他們建造房
屋，居住其中，栽葡萄園，吃園中的
果子；並非造了給別人居住，也非栽
種給別人享用；因為我百姓的日子必
長久如樹木，我的選民必享受親手勞
碌得來的。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
產的，也不遭災害，因為他們和他們
的子孫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
（《以賽亞書》六十五17-23）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紐約曼哈頓一家醫院急診
科主任在醫療前線花了數天時間與冠狀病毒作鬥爭的過程
中，受到冠狀病毒襲擊的震驚，選擇了自殺。

星期一（4月27日），自殺醫生的父親菲利普·布賴
恩（Philip Breen）博士告訴《紐約時報》說，他的女兒勞
娜·布賴恩（Lorna Breen）博士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是
紐約長老會艾倫醫院的醫生，他說：“她試圖做好自己的
工作，結果她自殺了。”

兩天前，紐約布朗克斯EMT目睹了因新冠病毒殘酷無
情地殺害感染者，一位男士用退役的紐約警察老爸的槍自
殺。

悲劇的主角，23 歲的新員工約翰·蒙德羅（John
Mondello），在布朗克斯（Bronx）的EMS18站工作，該站
是處理著該市最大的911通話量之一。

布賴恩博士告訴《紐約時報》，她女兒勞娜星期天在
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自殺去世，在那
裏她一直與家人待在一起。

布賴恩說，他的女兒在工作時染上冠狀病毒，但在休
養了大約一個半星期後開始恢複工作。盡管如此，醫院還
是再次將她送回家繼續隔離，她的家人將她帶到了弗吉尼
亞。

他說，她沒有精神病史，但是，當他們最後一次講話
時，她告訴他天天不斷觀察傳染病患者的死亡是多麽令人
不快的事情，包括甚至在將其從救護車上帶走之前還有些
人死亡。

布賴恩告訴《泰晤士報》：“她確實工作在抗疫前線
的戰鬥中。” “請確保她被稱贊為英雄，''他補充說，
“她和其他已死的人一樣是一個受害者。 ”

布賴恩後來被傳到《郵報》（The Post），他表示自
己太心煩了，無法繼續講話。

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告訴《郵報》，大流行性創傷後應
激障礙正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危機。

斯坦福大學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學會負責人斯坦福大學
教授德布拉·凱森說：“風險最大的人群是一線醫療工作
者以及失去親人的人。”

一名在紐約工作的重症監護病房醫生週一表示，有時
病毒對感染者的襲擊幾乎無法讓任何人去應付。

她說：“有一陣子，感覺就像我們站在瀑布下，無法
呼吸空氣。” “現在感覺很忙，但沒有令人窒息的感覺。

“我當時處於低谷，但是，我希望我終於可以從中脫
穎而出。”

不過，醫生補充說：“這仍然令人非常沮喪，因為
ICU中的人並沒有真正地擺脫出來，而且我認為我的患者
不會活下去。”

她承認，對大流行期間在醫院外鼓掌的人們以及其他
人表示對醫護人員的敬意，她有不同的感。

她說：“每當我聽到拍手聲時，我都會哭泣。” “但
這也很奇怪，因為我們都沒有人像英雄一樣，因為我們被
這種疾病擊敗了。”

被冠狀病毒襲擊震驚被冠狀病毒襲擊震驚，，
紐約市急救醫生選擇自殺紐約市急救醫生選擇自殺

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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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機輸入兩例 抗疫未可鬆懈
12天無本地個案未安全 衛署：官民保持合作警惕

香港新冠病毒疫情持續 5天零確診

後失守，1日新增兩宗確診個案，兩名

患者均為從巴基斯坦搭乘政府包機的返

港者，屬輸入個案，令香港累計確診個

案增至1,040宗，另有一宗疑似個案，但

香港仍持續12天未出現本地個案。香港衛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由

於病毒潛伏期較長，社區或有隱形患

者，加上全球仍出現很多確診個案，現

時危機未解除，預料香港仍陸續會出現

輸入個案。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多日未有新增本地
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香港大
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認為，目前正邁向28日

零感染的方向，“已見曙光”，但指距離
目標仍有一段時間，防疫措施不能鬆懈。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香港中文
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表示，
社區可能仍有潛在無病徵患者，呼籲公眾
在長假期外出時須繼續戴口罩。

何栢良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
正朝着28日沒有本地感染個案的方向邁
進，但距目標仍有一段時間，需要慎防病
毒傳入社區，防疫措施要做得更嚴謹。他
並呼籲政府將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指全球
已有逾3.5萬名醫護染疫，而特區政府推出的
防疫措施，包括暫禁止健身室、美容院及酒
吧營業，證明這類場所屬高危，有關場所的
員工應視作為高風險工作，應提高這類工作
者的保障。

許樹昌亦在電台訪問中提醒市民要佩
戴口罩，“大家長時間留在家中，遇到長
假期就外出是可以理解的，但最重要都是
要戴口罩，始終我們距離連續28日沒有本
地新增個案仍有一段時間，最害怕是社區
有患者，未必有病徵但帶有病毒，仍然會
有傳播性。”

另外，對美國初步分析新藥“瑞德西韋”具療
效，1,063宗使用該藥的病例，病人康復時間縮短，
死亡率亦較低，許樹昌表示，香港有招募30多名患
者參與藥廠的臨床研究，發現患者注射該藥後第二
日就退燒，較一般使用雞尾酒療法的患者快退燒，
臨床徵狀亦較快減退，但美國的研究屬初步分
析，仍要留意稍後的詳細分析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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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在疫情下的黃金周開始。香港本地新增個案仍維持0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竹君表示大家共同合作才令香港張竹君表示大家共同合作才令香港““撐到現在撐到現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港府專機港府專機44月月3030日接載首批巴基日接載首批巴基
斯坦港人回港斯坦港人回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專車前晚直送返港專車前晚直送返港
者入隔離營者入隔離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張竹君在最新疫情簡報會表示，1日新增的兩
宗確診個案，患者包括一名34歲男子和一名

16歲少女，兩人都是周四（4月30日）搭乘政府包
機由巴基斯坦返港，他們抵港後留深喉唾液樣本並
確診。該批共319名滯留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抵
港後已被送往駿洋邨強制隔離檢疫14天。

第一千零三十九宗的34歲男患者並無病徵，
他在巴基斯坦時與父母同住，周四晚獨自搭專機返
港，由於返港後被送往駿洋邨檢疫，故未有接觸居

住香港的妻子。第一千零四十宗個案的16歲
女患者是學生，同樣是沒有病徵感染

者，她3月3日與三名兄長一同到
巴基斯坦探親，回港後

確診，其同行

家人亦在駿洋邨接受檢疫，他們的測試結果呈陰
性，亦未有出現病徵。

張竹君認為首批專機的319人中有兩人確
診，比例不算很高，而其他巴基斯坦返港者暫時
未有初步陽性個案，所有人均已進行病毒檢測，
不足10人仍未有結果，包括有兒童未能收集深
喉唾液樣本。 她表示，目前檢疫中心容量足夠，
除安排首批乘專機回港者入住駿洋邨檢疫中心外，4
月29日有另一批由巴基斯坦經卡塔爾轉乘QR818
航班的人，亦要入住檢疫中心。

料仍陸續出現輸入個案
香港連續5日實現零確診後雖再有新增個案，

但上次出現本地感染個案是4月22日，即至今已
有12日未出現本地個案，張竹君指若由當日起計
28天內再無本地感染個案，就可以說疫情受控，

但不同專家有不同意見，相信政府的防
疫措施未必會跟足這個

計 算

方法制訂。
她提醒，近期確診數字雖下降，但新冠病毒

的潛伏期長，而海外不少地區疫情仍較嚴重，預
計香港仍會陸續出現輸入個案，危機未解除，呼
籲市民外出時仍要保持社交距離，亦要注意個人
和環境衛生，時刻佩戴口罩及勤加洗手。

被問及香港抗疫100日的感想時， 張竹君
表示，政府雖作出很多防疫措施，但也要依靠市
民本身的努力，以及迅速傳播的信息，大家共同
合作才令香港支撐到現在，“香港市民很有警覺
性，我們還有沙士的經驗。”另外，1日再多13
名患者康復出院，累計有859人出院，175名確
診病人則分別在14間醫院留醫，當中4人危殆、
3人嚴重，其餘168人穩定。目前公立醫院負壓
病床數目為1,231張，使用量為35.8%；

負壓病房有666間，使用量
為48.8%。

量度體溫

清潔跪墊

■職員不時為跪墊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嗇色園安排工作人員在祠門監察，為善信量
度體溫及要求戴上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情
逐漸緩和，早前暫停開放的嗇色園黃大仙祠1日
早7時起重開，一批善信提早於早上6時多便在祠
外等候，全日到場參拜的巿民絡繹不絕，不少都
有同一願望，就是希望疫情可早日過去。

做足防疫措施 有人自帶籤筒
黃大仙祠關閉超過一個月後，1日終於重新

開放。1日晨7時的開放時間還未到，就有一批善
信聚集在門外，更有人迫不及待地先點了香。“搶
頭香”的善信直言：“很掛念黃大仙，一開就特地
來拜神。”

由於“限聚令”仍然生效，嗇色園安排工作
人員在祠門監察，為善信量度體溫及要求戴上口
罩，倘發現有4人以上群組前來參拜，就會勸喻
分開入廟。香港文匯報1日在黃大仙祠觀察，祠
內外均有告示及廣播呼籲善信注意個人衛生、勤
洗手，正殿跪拜區亦以紅色膠紙劃“格仔”分開
善信，每個方格只放一跪墊。職員不時為跪墊消
毒，更會上前呼籲跪拜區善信勿停留在“交叉”
位，又提醒未有戴上口罩的人士需要戴好口罩。

不過，仍有善信覺得防疫措施不夠嚴謹，自
備私家籤筒、跪墊和消毒酒精：“雖然這裡有做防
疫措施，但不算太嚴謹，都是探熱、戴口罩。”善
信邵小姐直言，憂心共用籤筒不衛生，故帶備自
家籤筒及跪墊，並自備消毒酒精等以加強防疫，
“拜完便盡快離開！”

有外籍港人則趁機到黃大仙祠參觀。Ms Dot
表示，一家去年8月到港，疫情期間甚少外出，
留意到4月30日是佛誕，故趁黃大仙祠重開到場
參觀。她說自己並無宗教信仰，不了解祠內規
矩，故不打算參拜，只會與家人在廟內遊逛。

黃大仙祠重開，善信回歸，最開心的應是祠
外售賣香燭的攤檔，1日終於有生意，其中一名
檔主玲姐表示：“休祠一個月，成個月都無晒生
意，我都休息咗大半個月。”她預計1日生意不
錯，但始終無法彌補上個月“零收入”。

久候再拜黃大仙 善信同求除瘟疫

■全日到場參拜的巿民絡繹不絕，不少都有同一
願望，就是希望疫情可早日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鄺生：由於爆發新冠肺
炎，讀小五的囝囝聖誕假至今
都一直停學，其間只係出過兩
三次街，見到最近連續幾日零
確診，個人都放鬆咗，所以今
日全家出嚟行吓、拜神，希望
黃大仙趕走瘟疫，囝囝可以復
課，香港人回復正常生活。

囝
囝
復
課

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平
息
亂
局

盧生：香港舊年6
月開始一直亂，先係有
暴亂，然後又有疫情，
我嘅工作大受影響。我
哋小市民其實只係想安
安定定打工過生活，年
頭嚟過一次，祈求黃大
仙平息暴亂，某程度上
達成，所以今日特登再
嚟祈求疫情早日完結。

搵
返
份
工

易太：我以前有過
焦慮抑鬱症，2007年求
黃大仙保佑醫好個病，
自此每月初一、十五都
嚟還神。上月黃大仙祠
關閉，我真係好緊張，
今日重開就即刻過嚟。
我因疫情無咗份工，所
以今次同時祈求黃大仙
可以令疫情快啲過去。

善 信 抗 疫 心 聲

2020年5月2日（星期六）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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