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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伊波拉疫情今年不斷擴散，
致命病毒不僅使西非生靈塗炭，更

首度傳入美國和歐洲，令全世界陷入恐慌。正當人
人自危之際，一些勇敢的醫護人員卻無懼死亡威脅
站上前線，拚命從死神手中救回患者，在籠罩全球
的伊波拉陰霾中帶來一道道曙光，因此獲美國《時
代》周刊選為本年度全球風雲人物。

失家人同僚甚至捨命
《時代》指，伊波拉病毒過去數十年在非洲農村
肆虐，但疫情範圍相對有限，對西方社會更只曾在
恐怖片中出現。然而今年一切都被改寫，病毒入侵
利比里亞、幾內亞和塞拉利昂的貧民區，疫情一發
不可收拾，更外溢至尼日利亞和馬里，甚至越洋攻

入美國、西班牙和德國，對於國際社會尤其西方堪
稱噩夢成真。
《時代》總編輯吉布斯形容，伊波拉是對全球一個

最響亮的警號，因為它揭示了各地醫療體系的漏洞與
弊病。西非醫療體制崩潰、世界衛生組織(WHO)被官
僚制度綁手綁腳、各國政府猝不及防，均導致疫情遲
遲未受控；美國先後出現首宗本土確診、感染及死亡
病例，亦反映強如美國在伊波拉面前也無法確保滴水
不漏，打破國際社會的安全迷思。
面對伊波拉這洪水猛獸，無國界醫生及眾多志願

組織的成員卻無懼自身安危親入虎穴，與當地醫護
人員並肩作戰。他們作出了莫大犧牲，不少人失去
了家人、同僚甚至自己的性命。被問到為何自願站
上前線，有些稱是因為宗教，有些談及國家，亦有

人稱只是「本能地拒絕逃避」。

「戰爭」揭理性被遮蔽
吉布斯稱伊波拉為國際社會帶來一次突擊測驗，

全球表現慘不忍睹，非洲政府貪污腐敗、西方政府
過於自信、官僚互扯後腳，盡現眼前。文章特別提
到美國女護士希科克斯雖然沒有病徵，返國後依然
被強制隔離，顯示非理性情緒會遮蔽理性思考。
《時代》稱伊波拉既是一場戰爭，亦是一次警

號，揭露環球醫療體系仍有不足之處，任何人也不
可能獨善其身。吉布斯指出，現在人們還能安枕無
憂，全靠前線一群擁有無比勇氣的醫護人員，為全
球改進防禦措施爭取時間，故這批英雄當選本年度
風雲人物實至名歸。 ■《時代》周刊

伊波拉英雄膺風雲人物

美國醫生布蘭特利在利比里亞感染
伊波拉，返美治療後已經康復。他接
受《時代》專訪時憶述感染至發病經
過，雖然曾經在生死之間徘徊，但他
無悔前往利比里亞協助抗疫。
布蘭特利稱在發病前9天，一名
患病母親跟女兒深夜來到醫院急症
室。他打算把母親移送至伊波拉

隔離中心，但其女兒不信任
醫院。為了說服對

方，他於

是脫掉保護衣物，「可能握了她的手
或摟住她」。該名母親翌日早上不
治，證實死於伊波拉。
布蘭特利相信並非受該名母親感

染，但可能是女兒扶母親去廁所後忘
記洗手。約1周後，他開始發燒，進
行瘧疾測試呈陰性，已心知不妙。他
隨即通知所屬小隊領隊，並由全副裝
備醫護人員協助下接受隔離，之後病
情惡化，4日後證實中招。

堅持讓同僚先接受治療
接受治療期間，布蘭特
利聽到美國打算試

用實驗藥

物ZMapp，他同意試藥，但要先讓
病情更重的同僚懷特博爾服用。他稱
這不是要逞英雄，只是作為醫生的合
理決定。
布蘭特利接受ZMapp治療後明顯

好轉，並獲安排返美治療。他認為這
樣重大的經歷是給予自己反思的好機
會，會問自己：「經歷這件事後，我

可如何做得更好？」
■《時代》周刊

為獲患者女兒信任 染病仁醫脫保護衣

利比里亞女護士卡瓦出身醫學世
家，父母和姊姊也從事醫療行業。
她們一家不幸感染伊波拉，父母更

不幸去世，令她的精神瀕臨崩
潰，幸得家人和醫療人員
鼓勵，最終康復。卡
瓦現於當地一間
無國界醫生

營運的診所當護士助理，更以自身
經歷鼓勵伊波拉患者。

全家逐個染病 精神幾崩潰
卡瓦稱最初是她叔叔感染伊波

拉，父親為叔叔診症後亦染病，母
親照顧父親又被感染，連鎖反應之
下，一家幾乎無人倖免，包括她的
未婚夫和6歲姪女。她稱最初大家都
不知道是伊波拉，直至在一間診所
工作的哥哥把叔叔的樣本帶往該處

化驗，才發現一家中招。
卡瓦稱叔叔最先死去，
哥哥於是送父親到隔離

中心，但入院翌
日 便 過

身 ， 其 後
她、姊姊和
母親一起入
院隔離，母
親在 3天後
病逝。她稱
入院前夕還
在餵母乳給
10個月大的
女兒，幸女
兒沒染病，於是交給未婚夫照顧，
豈料未婚夫亦證實染病要入院隔
離，只好把女兒交給鄰居看管。
她稱伊波拉帶來的痛楚難以筆墨

形容，頭痛得像被人用斧頭狂砍，
全身各處異常疼痛，令人難以郁
動。幸得鄰居每隔兩三天會帶女

兒來醫院探望她，為她帶
來不少鼓勵。她最終
在醫院住了32天。

■《時代》周刊

伊波拉奪去父母
染病女護鼓勵患者

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黑人青年布朗今年8月
被白人警員威爾遜槍殺，引發的示威騷亂蔓延全國。

《時代》指，全因弗格森示威者不願一條寶貴生命被淡忘，令一宗
地方槍擊案演化成席捲全國的運動，成為觸動美國以至全球反思種族
歧視問題及裁決制度的契機，他們因此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
第二位。
事實上，早在槍擊案前，弗格森長久以來的種族定性模式已令居民深感不

滿，槍擊案後，
警方的強硬應對更成
為導火線，引發大示威。
為平息事件，總統奧巴馬決

定向國會申請2.63億美元(約20.4億
港元)再培訓警員及增設隨身攝錄機，增
加警察問責。司法部長霍爾德更指，弗格森
事件或已在美國人心中植下足以改變美國的種
子。 ■《時代》周刊

俄羅斯總統普京入選本年度《時代》周刊風雲人物第三位。
《時代》稱，普京不斷受到西方國家孤立，但他致力重振俄羅

斯的大國地位和榮耀，而且敢於挑戰美國霸權。克里姆林宮內一條長廊兩
邊掛滿彼得大帝等擴張俄國版圖的偉大人物，普京今年
的表現，足以使他與這些偉人看齊。

克里米亞今年併入俄羅斯，使俄國領土在蘇
聯解體以來首次擴大。前蘇聯領導人戈爾
巴喬夫說，普京不受美國優越主義和國
際法局限，靠一己之力恢復俄國榮
耀。

《時代》指出，在普京領導
下，俄國定位為西方自由民
主模式的另一選擇，並且
取得成功，英國和法
國一些右翼政客
紛紛公開讚揚
普京。

極端組織「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蘭國」(ISIL)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兩
國攻城掠地，伊軍節節敗退，美軍空
襲成效不彰，反而庫爾德族成為抵抗
ISIL的關鍵力量，當中核心人物為庫族領
袖巴爾扎尼。
巴爾扎尼的父親穆斯塔法是庫族家喻戶曉人

物，60年來爭取立國。在68歲的他帶領下，伊
國庫族人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前所未有地強大，今年
6月更提出舉行庫族地區獨立公投。 ■《時代》周刊

阿里巴巴創辦
人馬雲獲選為《時
代》周刊風雲人物第
三位。《時代》以「資
本家」形容他，指他懂
得中國政治遊戲規則，結
合個人營商智慧，成功帶
領企業。阿里巴巴今年9月
19日在華爾街上市，集資規
模達250.3億美元(約1,940億
港元)，破盡紀錄。
50歲的馬雲1999年創立阿里
巴巴，起初欲成為中國企業通過
互聯網向海外推銷產品的門戶。
由於他曾在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
部工作，對官場了如指掌，亦獲當

局信任，有利阿里
巴巴取得優勢。
雅虎創辦人楊致

遠2005年以10億美
元(約 77.5億港元)入
股阿里巴巴，震撼科技
界。楊致遠憶述當時
決定，指馬雲擁有
極 強 企 業 家 思
維，加上對拓展
網 絡 業 務 有 熱
情，相信他領導的
阿里巴巴將於中國市
場有重要地位。
現時阿里巴巴在中國

擁有5億用戶，商戶達850
萬個，規模龐大。阿里巴巴
的網購王國近期開始進軍
國 際 ， 威 脅 eBay 及
Amazon等傳統巨擘。

■《時代》周刊

薩蒂亞爾希首先發言，他表示不會忘記昔日
與自己並肩作戰並死去的兩名戰友，又希

望全球不再沉默，團結一致解放兒童。馬拉拉
表示，自己的故事絕非孤例，而是巴基斯坦無
數女生面對的情況，稱會與後來者繼續奮鬥。
馬拉拉與兩名當日和她一起受塔利班武裝分

子槍傷的戰友及另外3名朋友齊赴奧斯陸，分
享得獎喜悅。

俄富豪投得諾獎獎牌 歸還DNA之父
另外，1962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之一、有

「DNA之父」之稱的沃森早前因財困拍賣諾獎

獎牌，結果由俄羅斯富豪奧斯曼諾夫以470萬
美元(約3,643萬港元)投得。奧斯曼諾夫表示將
把獎牌歸還沃森，形容對方發現DNA雙螺旋結
構，是人類史上其中一名偉大生物學家，獎牌
應與他同在。

■英國廣播公司/CNBC/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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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諾貝爾獎昨日舉行頒獎儀式，和平獎兩名得主、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及印度兒童維權人士薩蒂亞爾希在挪威奧斯陸領

獎。馬拉拉表示，將會繼續努力，直至所有兒童都能夠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她又稱希望將來從政，目標是成為巴國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