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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其中巴西近期確診數字

連日遞增，累計宗數突破20

萬，成為全球確診第6多的

國家。不過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卻繼續冷對疫情，前日更煽動商界

領袖，要求他們施壓各州州長盡早解除封城。目前民望仍然高企的

前總統盧拉批評，博爾索納羅將任何擔心疫情的人都視作敵人、堅

決反對封城措施的做法，正在巴西引發一場「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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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疫情日趨嚴峻之際，出任不到
一個月的巴西衛生部長泰奇昨日突

然宣佈辭職。泰奇上任後，在防疫問題
上一直與博爾索納羅唱反調，上月底曾
聲稱巴西疫情「形勢惡化」，指部分重
災區或要封城。
博爾索納羅前日參加由巴西企業家舉
行的視像會議時表示，願意與各州長討
論遏制新冠疫情的隔離方式，但「關停
一切」的做法是「荒唐的」，形容這種
方式或使更多人丟掉性命。他要求各州
重新審視已採取的「社會隔離」措施和
「封城令」，再次呼籲各州首先開放健
身室、美容院和理髮店等服務行業，並
盡快恢復其他經濟活動。
博爾索納羅又呼籲與會的商界領袖，
對抗採取封城措施的州長和市長，特別
是聖保羅州州長多利亞，號召商界領袖
與對方「開戰」：「某位男士(多利亞)主
宰了聖保羅的前途，他主導了巴西經濟
的未來。恕我直言，你們要致電那位州
長，強硬些，不要示弱，因為這是很嚴
肅的議題，這是場戰爭。巴西的命運就
在你手。」

懶理確診數飆 促仿瑞典
博爾索納羅認為，巴西應效法瑞典和

其他沒有採取嚴格隔離措施的國家。不
過他沒有說到的一點是，目前瑞典只有
不足3萬人確診，3,000多人死亡，相反
巴西卻已有超過20萬人確診，逾1.4萬
人死亡。而且瑞典的確診及死亡人數，
其實明顯已較其他採取嚴格隔離措施的
北歐國家多，外界亦一直有聲音質疑瑞

典的做法是否最好。
事實上，博爾索納羅前日較早時見記

者時，亦曾提出巴西應效法瑞典，當時
已被記者當面質疑，又以死亡人數不足
400的鄰國阿根廷作比較。博爾索納羅
聞言後即非常不耐煩地回應：「反正瑞
典沒有採取封城政策」，又指着提問的
記者說：「你是在捍衛誰？我敢肯定你
已被洗腦，才會舉例正邁向社會主義的
國家阿根廷。」

盧拉：應受彈劾
立場極右的博爾索納羅，一直看不起拉

美其他國家的左翼政府及領袖，包
括阿根廷。身為巴西左翼領軍人
物的盧拉昨日接受法新社訪問
時，批評博爾索納羅放
任疫情危害國民，
毫不尊重疫情下的
死者，而且不斷
攻擊巴西的民主
制度，已經犯
下「嚴重罪
行」(high
crimes)，
應該受到
彈劾。
目前巴西

20萬新冠肺
炎確診患者中，多達3.2萬名是醫護人
員，另有11萬人疑似受感染。這些醫護
人員因隔離無法到前線執勤，削弱醫院
的救治能力，形成惡性循環，令整個醫
療體系瀕臨崩潰。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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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總統煽商界逼解封 如掀大屠殺
防疫唱反調 衛生部長突辭職

全球逾100位衛生專家及學者日前
聯署公開信，稱具備有力證據顯示佩
戴口罩可大幅阻止新冠病毒蔓延，但
需大部分人佩戴才有效，故此建議各
地政府強制民眾在公共場所佩戴口
罩，即使並非外科口罩，以布料、圍
布、T恤或紙巾等物料遮蓋面部亦有
效。

可減社區傳播
公開信由三藩市大學科學家霍華德
發起，稱有研究顯示新冠肺炎患者在
受感染初期，往往只有輕微病徵甚至

沒有症狀，而布口罩能夠阻擋大部分
飛沫，有效阻止病毒傳播，且可經清
洗後重用。信中同時指出，在大部分
人戴口罩的地方或時段內，社區傳播
可大幅降低，從而有助減低死亡率和
經濟損失，戴口罩的代價相對來說是
較低，故呼籲各地政府需盡快要求民
眾在商店及公共交通工具等所有公共
場所佩戴布口罩，當局亦應同時為口
罩的生產、使用、消毒及重用等方
面，提供清晰指引。
公開信指出，目前各地普遍採取其他

防疫措施，例如正確保持雙手衛生、保

持社交距離、進行病毒檢測及追蹤密切
接觸者，但研究顯示民眾廣泛使用口
罩，配合其他措施，可有效遏止疫情蔓
延。
聯署的學者來自北美、非洲、歐洲及
亞洲等地，當中有兩名諾貝爾獎得主，
多名香港學者亦參與聯署，包括香港科
技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吳德
愷、浸會大學計算及理論研究所的湯雷
翰教授、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及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
學講座教授林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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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專家聯署促全球強制戴罩 港學者有份

韓國首爾夜店感染群組相關
病例增至最少153人，並在各地
引發二次和三次感染，首爾拘
留所一名 28 歲獄警亦因此中
招。該拘留所關押的囚犯包括
前總統朴槿惠及性犯罪案「N號
房」主謀趙主彬，曾與該獄警
接觸的277人已被隔離及接受病
毒檢測，包括23名職員及趙主
杉等254名囚犯。
在梨泰院夜店感染群組的153

名患者中，90人曾到訪夜店，
63人是他們的親友或同事等密
切接觸者。其中一名密切接觸
者據報曾到一間卡拉OK消遣，
確診獄警一名友人其後到同一

間卡拉OK，再與獄警出席同一
場婚禮，友人早前受感染，獄
警昨日亦確診，與其密切接觸
的6名首爾拘留所職員對病毒檢
測呈陰性。拘留所為減低傳播
風險，已謝絕訪客及律師到
訪，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及首爾
高等法院亦暫停聆訊。
由於夜店感染群組持續擴

大，韓國居家隔離人數也有所
回升，截至周三共有3.69萬人
接受居家隔離，當中涉及海外
輸入個案的比例減少，涉及社
區感染的比例則從 5%增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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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獄警染疫累277人隔離

日本政府昨日宣佈，將於下
月起進行大規模新冠病毒抗體
檢測，涉及約1萬人，以推算
各地感染及攜帶抗體狀況。當
地媒體報道，日本政府早前為
測試病毒抗體試劑表現，曾以
捐血者血液作實驗，並在東北
地區去年1月至3月的血液樣本

中，得出呈陽性結果，不過專
家表明可能屬誤測。
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昨日

在記者會宣佈，6月起在日本多
地進行新冠病毒抗體檢測，除
涵蓋病例較多的東京都和大阪
府，亦包括疫情較輕的宮城
縣，每地隨機抽取約3,000人作

檢測，以推算不同地區的實際
感染情況，以及病毒抗體覆蓋
率。
共同社昨日亦報道，厚勞省

曾在4月下旬以東京都及東北
地區的捐血者血液作實驗，以
測試5間公司的病毒抗體試劑
表現，500個來自關東甲信越

地區、在去年1月至3月採集
的血液樣本中，有兩個呈陽
性，比例為0.4%，而在東京
都500個樣本中，亦有3個呈
陽性。
專家指出，檢測工具本身有

可能誤判，不同試劑的結果亦
會有差異，認為今次實驗人數
較少，得出的抗體覆蓋率並不
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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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下月實施萬人抗體檢測

巴西的新冠肺炎病例持續大幅上升，醫療
體系瀕臨崩潰，在重災區亞馬遜州首府馬瑙
斯，當地不但棺材嚴重不足，醫院亦因欠缺
病床而無法接收患者，有病人被送上救護車
後，醫護人員需中途不斷走訪多間醫院，為
病人尋找病床。
巴西在國家經濟發展停滯及醫保基金不足

下，醫院病床數目大幅減少，每千人可使用
的病床數目少於兩張，低於鄰國智利和阿根
廷。在約200萬人口的馬瑙斯，單在上月已
有2,000多人死於新冠肺炎，數以百計病
人無法入院治療，只能待在家中，最終不
治。由於病床短缺，救護車在接載患者

後，只能不停到市內各醫院查詢可否接收，
但醫院往往要待其他患者死後才可騰出床
位，病人儼如與時間競賽。
救護員賽義德早前接送一名78歲重症患

者往醫院求醫時，同樣面臨「一床難求」
困境，由於情況危急，她當時寄望病人可
在送院途中堅持下去，在一番折騰後終於
找到一間醫院接收患者，但駐院醫生要求
她同時留下擔架床，供患者坐臥，賽義德
無奈接受，她隨後花上數小時，才找到另
一張擔架床放上救護車，繼續接送其他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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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醫療瀕崩潰
重災區病床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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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宗數 死亡

美國 1,460,902 (25,973) 87,025 (1,623)

西班牙 274,367 (1,721) 27,459 (138)

俄羅斯 262,843 (10,598) 2,418 (113)

英國 236,711 (3,560) 33,998 (384)

意大利 233,885 (789) 31,610 (242)

巴西 204,795 (12,714) 14,058 (782)

法國 178,870 (521) 27,425 (351)

德國 174,975 (877) 7,928 (67)

土耳其 144,749 (1,635) 4,007 (55)

伊朗 116,635 (2,102) 6,902 (48)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晨零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