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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年輕人上周到佛州
沙灘消遣。
美聯社

多國勸喻並非強制 封城效果遜武漢



(

繼禁止公眾集會，呼
籲民眾留家抗疫，但

到處仍然有人不聽勸告聚集，因為夫人確診而正在隔離的
總理杜魯多，前日終於忍無可忍，發表全國講話狠批拒絕
保持社交距離的民眾，「夠了，留在家裡！」他警告如果
民眾繼續無視勸喻，將不排除實施全國強制封城。安大略
及魁北克省隨即宣佈，即日午夜起關閉所有非必要商戶。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拿大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在周日急增近一半，突破 2,000 宗，衛生部
加門已發表指引敦促民眾留家自我隔離，免令疫情進一步蔓延。不

過在剛過去的周末期間，全國各地公園、街頭及運動場仍然有不少人聚
集，民調亦顯示每10名加拿大人中，3人仍然認為現時可以舉行10人以
下的聚會，多達1/4受訪者則認為在疫情下探望長者仍然合適。

違反自我隔離 研刑事處理
杜魯多前日在總理官邸外會見記者，對拒絕聽話的民眾作出嚴肅訓
斥：「我們看到網上照片那些人以為自己『百毒不侵』，你們錯了！夠
了！回家去，留在家裡。」
杜魯多說，聯邦政府至今仍然不希望頒佈緊急狀態，以限制公眾行動
自由，雖然「數以百萬計加拿大人已經做好本分」，「不過那些沒有做
好本分的人正令到其他所有人面對風險，包括經濟長遠復甦以及民眾福
祉」，故政府會繼續小心檢討下一步方案。衛生部長凱杜周日曾指，對
於有公民回國後沒有遵守自我隔離令，正研究循刑事途徑處理。

兩省搶先關非必要商店
對於加拿大奧委會表明若東京奧運不延期，便拒絕派員參賽，杜魯多
表示支持有關決定，又說加拿大將會派出更多包機到秘魯、摩洛哥、洪
都拉斯及西班牙等地，接回滯留的國民。
在杜魯多講話後不久，安大略省省長福特便下令所有非必要商戶，由
當地時間前晚 11 時 59 分起關閉 14 日，承諾糧食及藥物供應不受影響；
魁北克則將非必要商戶關閉3周，直至下月13日。
隨着全球各地陸續封關封城，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表
示在 14 日至 20 日的一周內，已
經有近 96萬公民及近 4.4萬永
久居民從海外回國，預料
未來幾日會有更多。

安省必要行業
酒舖大麻店續開

如說
「建議紅燈時停車」
英國華威商學院行為科學教授蔡特接受美
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指出，問題在於
西方領袖傳達的訊息不夠清晰明確，「當人們
被很有禮貌地建議不要做某些事時，我不覺得
有人會認為做這些事是完全不可以被接受。」
蔡特解釋，因為接收到這些訊息的人會覺得事

情其實不太重要，「所以我們不會說『建議你
看到紅燈時停車』或『建議你靠邊駛』，我們
會直接告訴你必須這樣做，否則就是違法。」
蔡特表示，單是建議公眾保持社交距離、
建議企業容許員工在家工作並不足夠，這些措
施本身在中國的確見效，關鍵是有足夠強制
力，「中國的封鎖力度甚至比所需要的更嚴
厲。」總而言之，蔡特認為如果西方領袖希望
民眾確實留在家，便應該盡快讓這些措施變得
強制性，否則一切便會太遲。
■綜合報道

■杜魯多狠批拒
絕保持社交距離
的民眾。
的民眾
。法新社

■戀人在旅遊熱點擁吻。

多倫多首頒緊急狀態 今實施居家令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周一宣佈全市進入
緊急狀態，成為多倫多歷史上的首次。
緊急狀態令賦予市政府有足夠權力採取
急切行動，力遏新冠肺炎的擴散速度。
多倫多於當地時間周三凌晨零時開始，
實施限制市民外出的居家令，很多人在
居家令實施前，到超市趕購食糧和日用
品準備「閉關」，無酒不歡的市民卻立
即趕去買酒，酒舖門前出現人龍。不
過，超市和酒舖在居家令下其實會如常
營業，酗酒人士若突然無酒飲會失控，
因此，酒舖不能關門，
多倫多剛出現首宗新冠肺炎死亡個
案，確診數增至 240 宗，其中約有十多人
因病重而需入院急救。旅遊後回國正在
自我隔離的莊德利在住所外表示：「宣
佈緊急狀態是市政府繼續力圖停止病毒
擴散的進一步行動，確保當局可以迅速
行動迎擊病毒，以及在未來數周可能發
生的緊急事態。」
莊德利向市民發出最嚴厲的警告，力
促他們留在家中，改變經常外出的習
慣。他相信未來數天至為關鍵，呼籲市
民最多每周外出一次購買必需品。在緊
急狀態下，市政府可以適時推行政策，
令多倫多保持正常運作和安全。他打算
關閉部分仍有人集結的戶外設施，亦關
注公車會否因太過擠迫增加傳播風險。

保持社交距離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下
極為重要，安大略省為了減省居民親到診
所和醫院求診暴露的風險，加緊推動一間
名為「Cover Health」的免費數碼診所，
方便求診病人安在家中，通過電話或視頻
與加拿大持牌醫生通話，由醫生遠程解答
病 人 的 問 題 和 提 供 治 療 。 「Cover
Health」負責人表示，這個虛擬 walk in
求診計劃受到安大略省醫療保障計劃
(OHIP)承保，現已接獲大量預約登記，
需要進一步擴大醫療隊伍。
「Cover Health」在推出後大受歡迎，
不但省卻病人舟車勞苦，醫生在應診後發
出藥單，病人亦毋須在疫情嚴重下親到藥
房配藥，所需藥物將會迅速送抵病人的居
所。若果病人需要接受專科醫生診治，醫
生亦會替他們轉介專科醫生，並且會跟進
治療過程。
根據「Cover Health」的構思，電子診症

是一項便捷診治方法，有助提高醫生的效
率，令到愈多病人在較短時間內獲得適度照
顧。病人毋須在不必要情況下到醫院求診，
直接減輕醫療系統在疫情肆虐下的負擔。

■多倫多公佈居家令，市民在頒佈前趕往
酒舖買酒。酗酒的人突然無酒飲會失控，
因此酒舖仍會照開。
■為保老人家健
康，加拿大網民近
日互傳訊息：
「敬
告親朋，如發現我
父母偷偷出外或
購物，請即報料，
一切保密！」

到超市購物的香港移民潘先生說：
「一般估計在國外的加拿大人返國後會

溫哥華港移民：超市排隊隔2米

周日開門 方便長者長期病患
與親往診所接受治療不同，病人一旦
採用「Cover Health」計劃，就不須擔心
在周日不獲治療，被迫去醫院急症室求
助。「Cover Health」計劃的開放診症時
間，除了周一至周五由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外，周六和周日的開診時間亦由上午
10時至晚上8時。
所有OHIP健康卡持有人均可加入「Cover Health」計劃，安大略省政府希望省民在
疫情適宜足不出戶下善用電子醫生服務，尤
其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病人一經登記求診
後，他們可以從網上倒數中大概知道輪到看
醫生的時間，不致在家中呆等。

推高確診數字，我們同意加大社區距離
減慢病毒傳播，我們一家已打算開始閉
關，不想見到多倫多失陷。」
有多倫多網民 Amy 擔心年老父母繼續
外出消遣，在社交媒體轉發「報料通
告」給親朋好友，「我希望若然有親朋
發現我的父母偷偷出外購物，就立即向
我報料。」
部分大型商店特別照顧長者，為免他
們進入緊急狀態下買不到必需品，特別
在早上撥出一小時專用時段，只供長者
和殘障人士購物。

免父母偷出街 網民求
「報料」

香港文匯報特約
記者成小智 攝

虛擬診所上陣 睇症配藥一click過

■超市貼出通
告，要求保持兩
■ 地 上 貼 了 綠 膠 米距離。
紙，距離 2 米，以便 香港文匯報特約
排隊時注意。
排隊時注意。
記者成小智 攝
加拿大多地在疫情下，相繼收緊行
動管制，居於溫哥華的香港移民 Emily 表示，當地市面遠比平常冷清，少
數外出的人士也嚴守社交距離，「現
在只有超市有人氣」。
Emily 表示，溫哥華市政府下令所
有餐廳、酒樓和快餐店禁止堂食，只
可外賣，但大部分餐廳已乾脆暫停營

彭博社

■不少加人拒絕留家，到外郊遊。網上圖片

業，而理髮店、美容院、健身中心、
牙醫等亦停業。市內交通方面，市政
府為保障司機安全，要求乘客以後門
上落，「所以現在搭巴士不用錢」。
Emily 稱大部分溫哥華市民都聽從
政府指示留在家中，市面只有超市較
多人，但各人也守規矩，保持每人 2
米的社交距離。

地產商倡網上睇樓 停實地參觀

*名單部分
支援供應鏈的系統或服務：包括加工、包
裝、分銷、交付和維修。
提供必需品的零售業務：包括超級市
場、便利店、寵物食品和用品店、酒精
生產商和零售商以及大麻零售商和生產商。
運輸必需行業：加油站、飛機和船隻採用燃料的供應商、汽車修
理商。
其他零售業：五金店、辦公室系統供應商，以及銷售
個人防護設備的安全用品商店。
招待行業：提供外賣或外送選項的食肆、酒店、汽車旅館和學生宿舍。
媒體和電訊：經營報章、廣播和電視業務，提供資訊科技和電訊服務的
企業，例如互聯網和手機。
運輸：出租車或其他同類服務，以及為海陸空運輸提供維修和材料的企
業。
金融：多倫多證券交易所、銀行和保險等。
■大型超市 Costco
衛生保健：包括醫院、診所、實驗室、
入口像迷宮，增加
以及藥品、醫療用品
人與人的距離，減
的製造商和零售商。
慢人流。

中，紐約州州長科莫狠批在公園聚集的民眾
「自大」等，但無論他們如何疾言厲色，似乎
都不太見效。

考慮全國封城

屢勸不聽網上晒照 以為自己「百毒不侵」

加拿大全國各省相

杜魯多怒斥任性外出玩樂

歐美多國相繼頒令封城鎖國，呼籲民眾盡
量留家避免外出，但很多人仍然拒絕自律，
繼續外出聚集，令封城效果事倍功半，遠遠
達不到武漢封城般的作用。英國行為科學專
家指出，關鍵在於歐美領導人對民眾的「規
勸」不夠強硬，人們自然不會在乎，認為應
該立即讓這些措施變得具強制力，方能令民
眾遵守。
過去幾日以來，愈來愈多西方政治人物，
對民眾無視保持社交距離的呼籲感到氣憤，例
如意大利有市長拍片「爆粗」要求市民留在家

安大略省地產商會和多倫多
地產商會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嚴
重，力促物業代理商在這個危
急時期停止開放待售物業供潛
在買家參觀，防止太多人聚集
加速病毒傳播，對房產經紀、
客戶和公眾的健康安全構成損
害。不過，地產商會沒有明文
禁止物業代理商繼續開放待售
物業。
地產商會建議物業代理商使
用其他市場營銷手段，包括視
頻、虛擬展示、網上睇樓、視
頻電話會議和電子簽署，代替
實地睇樓，藉此協助限制公眾
聚集，從而放緩病毒擴散。多
倫多地產商會在周一發出的指
引表示，物業代理產可以自行
決定是否開放待售房產，但商
會不會在網站公佈有關買家實
地參觀物業的資料。
在加拿大西岸的卑詩省，大
溫哥華地區地產商會上周四已
要求屬下房產代理商停止開放
房產。從本月中開始，多倫多
房產銷售數字已較去年同期下
跌16%，扭轉上半個月上升趨
勢。在買家需求減少的情況
下，地產代理同意減少開放待
售物業，只會在非常必要的情
況下安排開放物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