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農業大臣斯豪滕前日表示，南部北布拉
邦省一個水貂養殖場的一名工人，從水貂身上
感染了新冠病毒。
荷蘭水貂養殖場的疫情在4月份首次被報
道，當時飼養員注意到一些水貂呼吸困難，調
查後發現水貂感染新冠病毒，相信是被員工傳
染。斯豪滕表示，當局原先以為病毒只存在人
傳水貂，水貂傳人的風險不高，現在發現這是
錯誤的。不過她強調，衛生機構仍然認為，在
養殖場以外發生傳播的可能性很小。
北布拉邦省是荷蘭水貂養殖基地，也是當地
新冠疫情重災區之一。水貂主要用於生產皮
草，在動物權益組織壓力下，荷蘭政府2013
年禁止開設新的水貂養殖場，至於現有的養殖
場到2024年亦必須關閉。 ■綜合報道

荷養殖場員工確診
疑人傳水貂再傳人

美國自爆發新冠疫情以來，當

地的亞裔人士不斷受到針對和攻擊，部

分亞裔醫護人員每天在前線冒險拯救病人

的同時，卻要面對其他民眾甚至病人的歧

視和辱罵，倍感難受。有探討種族問題的

專家指出，總統特朗普不斷抹黑中

國，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

毒」，是導致針對亞裔

的種族歧視加劇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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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冠疫情仍然嚴重，因應全面解封無
期，劍橋大學前日宣佈，下個學年將全面改
成網上授課，是全世界率先宣佈取消下學年
面對面授課的大學。
劍橋大學表示，由於預期保持社交距離政

策將會繼續施行很長一段時間，「下一學年
將不會有面對面授課」。發言人表示：「課
程將繼續透過網上教學，在符合保持社交距
離的情況下，仍可能舉行人數較少的教學小
組授課。」
其他英國大學包括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

以及卡迪夫大學等，則計劃從下學年起，先
以部分面對面、部分遠距教學的方式上課。
曼徹斯特大學則會從下個學期開始只保留網
上授課。
不過，儘管改為網上教學，大學仍將收取

全額學費，許多學生認為學校的決定令人困
惑且不滿。一名歷史系學生表示：「如果劍
橋宣佈下學年都改成網上教學，有多少學校
會跟進？這真的很令人困惑。」另一人則
說：「我才不要付 9,250 英鎊(約 8.8 萬港
元)，然後從Zoom聽課。」 ■綜合報道

韓國全國高中3年級學生昨日恢復回校上
課，不過早上便傳出仁川有兩名高三學生確
診新冠肺炎，仁川、安城地區75所學校隨即

要求學生先回家或直接暫停到校上課。
仁川一間補習社的教師先前在梨泰院夜店

感染新冠肺炎，再傳染給補習社同事、學生
及學生家長，學生去過的卡拉OK也接連出
現確診案例，昨日上午確診的兩名學生，相
信就是在K房被感染。
仁川教育廳之後表示，市內125所高中已

有66所要求學生全部回家，市教育廳今天會
與防疫當局商議是否讓這些學校的學生維持
回校上課。市教育廳也呼籲，5月6日至19
日曾造訪出現確診者卡拉OK所在大樓的學
生不要回校上課，並盡速至鄰近衛生所接受
檢測。 ■綜合報道

韓首日復課2學生確診
75校延開課日

28歲的華裔麻醉科醫生露西．李任職麻省總醫院，自疫情爆發後，她開
始在收治新冠患者的深切治療部工作，
為病人插喉，每日面對染疫風險。她憶
述在疫情初期，某天下班後途經一條隧
道時，一名男子突然爆粗辱罵她「為何
你們這些中國人殺死其他人？為何你殺
死我們？」

難忘病人謾罵 心中淌淚
露西慶幸當時未有受襲，但每當想到自
己不分晝夜在前線冒死救病人，卻因自己
的華人面孔而受辱罵，甚至連她治療的一
名病人也對她存有偏見，難免感到難過和
憤憤不平，「我在治療病人時，嘗試不去
想可能受歧視，但這想法卻揮之不去。」
露西的中菲混血同事曼納洛則在3月初
乘搭地鐵時，被一名男子爆粗大罵「他媽
的中國人」、「你們這些人吃蝙蝠」。她
當時很害怕，在場一位女士即時用手機拍
下經過，並表示若該男子施襲，她會出手
相助。

嚇到無反應 以為做錯事
在波士頓一間醫院任職內科醫生的奧德
莉．李，是美國土生土長的中國移民後
代，她表示曾有一名病人喝斥她「滾回自
己國家」，她當時震驚得不懂反應，回想
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奧德莉表示，至今

仍無法忘記受到如此辱罵。來自印尼的
Hengky在洛杉磯縣任職護士，他曾於急
症室治理一名咳嗽和發燒的病人，當他向
病人示範如何戴口罩時，對方突然向着他
咳嗽和吐口水，說「你知新冠病毒來自哪
裡嗎？就是來自你們這些人」，之後便離
開急症室。
資料顯示，亞裔佔美國整體人口約

6%，但亞裔醫生和護士則分別佔美國醫
護總人數的18%和10%。在新冠疫情期
間，亞裔遭受種族歧視的事件急增，中央
情報局(CIA)更警告，隨着疫歿人數持續
上升及居家令逐步解除，針對亞裔的仇恨
罪案或會大幅增加。

專家：特「中國病毒論」引發
三藩市州立大學亞裔研究部門主管羅素

．楊分析疫情下亞裔受歧視情況，他於3
月中與民權組織合作成立一個網站，記錄
亞裔遭歧視事件，至今已有逾1,800宗，
受害人報稱被人吐口水或在街上襲擊、截
車時被拒載，以及看見他們戴罩時便立即
避開。羅素．楊認為，特朗普堅持使用
「中國病毒」這種字眼，令人們將病毒和
華人扯上關係，是愈來愈多亞裔受歧視的
原因之一，當未來數月各州重啟經濟，民
眾復工復課，居民恢復正常生活，預計針
對亞裔的滋擾和暴力事件將會增加。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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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宗數 死亡

美國 1,531,485 (20,497) 92,128 (1,696)

俄羅斯 308,705 (8,764) 2,972 (135)

巴西 271,885 (14,489) 17,983 (1,042)

英國 250,138 (2,429) 35,422 (546)

西班牙 232,037 (431) 27,888 (179)

意大利 226,699 (813) 32,169 (162)

法國 180,933 (882) 28,025 (下修)

德國 177,973 (684) 8,136 (76)

土耳其 151,615 (1,022) 4,199 (28)

伊朗 126,949 (2,346) 7,183 (64)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15分

儘管美國正逐步重啟經濟，
但有經濟學者和民間組織指
出，亞裔商戶仍面對沉重壓
力，要重新營業並不容易，還
要擔心商舖重開後，可能受到
其他人的攻擊和歧視。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不少

亞裔都是經營或從事餐飲業，在
新冠疫情下大受打擊，不單失業
率飆升，也像其他少數族裔商戶
般，難以取得政府援助，餐飲業
能否復甦也充滿不確定性。
56歲的趙梅在紐約曼哈頓華

埠經營法國菜餐廳數十年，在
紐約市禁止民眾堂食前，他的
餐廳已陷入困境，自1月底以來
每周訂單數量大幅下跌達
20%，更曾試過一天只有3張訂
單。趙梅認為，由於疫情肆
虐，亞裔家庭都不敢出門，更
不敢到訪曼哈頓華埠，民眾害
怕乘搭地鐵時，因自己屬亞裔
而遭人毆打、吐口水或怒目而

視，更害怕居住環境擠迫，容
易把病毒傳染給家中長輩。
隨着紐約市開始解封，趙梅
準備重新營業，但她坦言居於
市郊的員工仍未回來上班，也
擔心群聚風險。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2月曾到訪

三藩市華埠，呼籲消費者支持
商戶，但隨着疫情蔓延全美，
已愈來愈少人關注亞裔商戶的
困境。曼哈頓華埠的商戶希望
當地民選官員，能更多關注他
們的情況。 ■綜合報道

華埠商戶擔驚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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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教授教路 助英緩護老院疫情
英國至今已有逾3.5萬人死於新冠肺炎，當中護老院有
多達近1.5萬人死亡，佔整體疫歿人數逾4成。英國國會
下議院衛生保健委員會前日召開會議，邀請來自全球各
地專家，探討如何避免護老院等設施大規模爆疫。獲邀
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主任林一星，在會上分
享香港護老院並無新冠死亡個案的經驗，解釋護老院有
效實施隔離措施，阻止病毒從醫院傳入，是成功遏疫的
關鍵。

英待如流感 港待如沙士
衛生保健委員會主席侯俊偉表示，香港與中國內地的

地理位置接近，能成功遏止疫情實在了不起。林一星發

言時提到，香港對待新冠疫情有如2003年的「沙士」，
英國卻將疫情視為流感大流行計劃防疫措施，是兩地最
大分別。

阻病毒醫院傳入成關鍵
林一星說，香港的護理設施對病毒可能從醫院傳入，

採取高度警覺態度，任何確診個案均需隔離檢疫最多3個
月，「最重要是阻止病毒從醫院傳入護老院，我們在隔
離方面做得很好，一旦任何人確診，便在醫院隔離最多3
個月，同時所有密切接觸者需在檢疫中心隔離14天，他
們在這14天內定期接受檢測，確保沒有感染病毒。我們
還利用超級電腦追蹤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尤其針對群

組感染。」
林一星同時表示，香港所有護老院均設有一名受過訓

練的傳染病控制人員，並每隔4年舉行一次模擬傳染病爆
發的應急演習，早已準備好防感染控制措施。他亦提到
香港早於1月尚未出現病例時，市民已戴口罩防護，1月
底已有70%市民戴罩，到2月中更增至97%，護老院職員
亦於1月開始戴罩，2月起禁止訪客探訪，許多院舍均儲
備可用3個月的防護裝備。
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埃雷拉在會上指出，韓國和新加

坡的護老院同樣沒有錄得新冠死亡個案，讚揚兩國防疫
反應迅速，當院友懷疑染疫便立即隔離，確診後即時移
送檢疫中心，確保病毒不會在院舍內傳播。 ■綜合報道 ■■林一星分享香港抗疫經驗林一星分享香港抗疫經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