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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陷政爭 特朗普被推至浪尖

蠢上司精下屬

彭斯戴罩擋箭

彭斯，我唔理
！喇頂，我要
！去
好打
golf！
（設計對白）

美國的新冠肺炎新確診病例迅速反彈，共
和黨人紛紛一改對待疫情的態度，副總統彭
斯前日罕有地開腔呼籲民眾戴口罩並保持社
交距離，以免疫情繼續惡化，同時又稱有年
■ 彭斯罕有地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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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未遵守防疫措施，導致各地陸續解封後
病毒擴散。共和民主兩黨均有人施壓要求總
統特朗普公開戴口罩，為民眾樹立榜樣，避
免令口罩之爭變得政治化。

美國的確診
病例逼近

■ 特朗普趁假日打
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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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單日新症增 4 倍 患者年輕化

■ 佛州年輕人到戶外戲院消遣。

佛羅里達州是美國最遲封城、亦是最早重
啟經濟的州份之一，當地單日確診個案近日
直線飆升，從本月 14 日的 1,765 宗，急增至
前日的 8,530 宗，增加了接近 4 倍，而且新增
個案集中在急於恢復正常生活的年輕人，確
診病例的年齡中間值從 3 月時的 60 多歲，降
至現時的 30 多歲。有居民形容佛州疫情可
怕，稱年輕人較難受感染的說法不實，強調
「新冠病毒影響所有人」。
除了確診人數增加，病毒檢測的陽性比率
亦升高，目前已經達到 14.74%，遠高於世界
衞生組織建議的5%水平，當地不少醫院的深
切治療病房都已經爆滿。
佛州沙灘、酒吧及餐廳早前重開後，很多
居民都不願待在家中，紛紛出外遊玩，當
中大多是年輕人。確診的19歲男學生斯科
美聯社 特表示，不知道自己如何受感染，並指

西方文化歧視戴罩
專家立場矛盾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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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愈來愈多研究證明口罩有助防止新冠
病毒傳播，很多歐洲國家及美國州份近期都
已經一改疫情初期的態度，紛紛呼籲甚至強
制民眾戴口罩，不過調查顯示，歐美地區民
眾仍然對日常生活中戴口罩存在很大抗拒，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指出，原因與西方文

化長期以來對戴口罩的偏見，以及政府官員
對口罩的立場前後不一有關。
歐美爆發疫情初期，衞生官員及專家三番
四次以保障醫護人員供應為由，拒絕建議公
眾戴口罩，甚至聲稱戴口罩會給予人們「錯
誤安全感」，反而比不戴更危險。然而這種
自相矛盾的說法(醫生戴口罩有用，公眾戴口
罩無用)，加上後來衞生官員在疫情失控下，
紛紛轉軚建議戴口罩，令公眾對衞生專家的
信任度大降，導致很多人如今都不願聽從建
議。

97%港人戴罩 《華爾街》讚成效
此外，歐美文化中長期歧視戴口罩或蒙面
人士，例如法國等地都禁止穆斯林蒙面，一
些銀行甚至禁止客人蒙面入內，令公眾對戴

年輕人現時習慣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稱他身
邊的一半同輩已確診。然而，斯科特並無感
到太大不適，屬無症狀患者。
共和黨籍的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表示，當地
兩成病例來自25歲至34歲年齡組別，雖然他
們變成重症的風險較低，但可能在不自知的
情況下，傳染給長者和長期病患者等高危人
士。
■綜合報道

255 萬 宗 ， 其
中得州的住院
人數，截至
周 六 連 續 16
日錄得新高，
州長阿博特已叫
停解封。彭斯前日在得州達拉斯出
席活動時，讚揚阿博特在 5 月上旬就
重啓經濟活動作出「迅速決定」，同
時又肯定阿博特決策，在疫情反彈下
撤回部分解封措施。

白宮人員罕見全戴罩
彭斯同時呼籲民眾，應避免接觸長
者，並遵守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等，以保護易受感染的群
體。同場出席活動的人士亦包括阿博
特、白宮疫情小組協調員比爾斯等官
員，各人在進入及離開簡報室時均有戴
上口罩，與白宮官員過往數月的做法成
強烈對比。有記者問彭斯戴口罩是否
已經政治化，彭斯僅回應民眾應
遵照州或地方政府建議。
彭斯前日亦接受哥倫比
亞廣播公司(CBS)訪問，
談到疫情近日反彈，

伊朗通緝特朗普
促國際刑警
「幫拖」

指責。
在談到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一
些政治勢力試圖利用當前形勢散布有
關病毒起源的陰謀論時，普京說：
「我們需要對付的是已經發生的事
情，而不是談論它來自哪裏……對我
們來說，重要的是了解正在發生的事
情本質並建立一個保護體系。『有人
特意製造了什麼』，這種說法沒有依

正在十幾個歐洲國家競爭業務，其中芬蘭本
月不顧美國外交官的游說，選擇同方威視為
其與俄羅斯的邊境提供貨物掃描儀。
由於目前貨物掃描儀愈來愈多與政府資訊
數據庫連接，美國國務院在 5 月 26 日的另一
份備忘錄中說，美國官員擔心同方威視可能
會把這些數據交給中國當局。該備忘錄聲
稱，同方威視掌握歐洲基礎設施節點的資訊

引發對北約成員國民用和軍事運輸的安全擔
憂。
同方威視回應《華爾街日報》時稱，不知
曉美方的行為，並稱該公司獨立運營，沒有
接受任何國家援助或政府指示。同方威視表
示，其產品不會構成安全風險，稱相關產品
不包含秘密訪問點，而且所有數據都保存在
客戶那裏。
■綜合報道

特朗普至今仍然拒絕公開戴口罩，
在他的支持者群體中甚至出現「支持
特朗普便不應戴口罩」的歪論。參議
院衞生、教育、勞工及福利委員會主
席亞歷山大前日直言，特朗普應該戴
口罩，以免戴口罩一事繼續在政治上
被污名化。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同日出
席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亦敦促
特朗普應戴口罩，為國家樹立榜樣。
美國衞生部長阿薩爾前日警告，美
國控制疫情的時機即將過去，形容當
前形勢與兩個月前不同，然而他並不
認為過早重啟經濟是導致疫情反覆的
主因，而是因為民眾未有佩戴口罩或
保持社交距離。不過對於特朗普至今
拒絕戴口罩，阿薩爾則聲稱特朗普作
為世界領袖經常接受病毒檢測，「地
位特殊」，與一般人的處境「非常不
同」。
■綜合報道

據，如果有人堅持這種論調，那不會
有什麼好結果。」
普京表示，自己多次聽說，由於新
冠病毒的存在，一切都會發生巨大改
變，對此他不太同意，實際也不是這
樣，認為新冠疫情雖然改變了某些事
物、推動了一些進程，但從全球範圍
來看，它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什麼，反
而將成為發展動力。
普京表示，必須明白，在面對共同威
脅的鬥爭中聯合起來是極其重要的，而
不惜一切代價來確保自身主導地位是膚
淺的，也是自私自利的，將會導致國際
關係進入死胡同，無法使國際社會發揮
有效的作用。
■綜合報道

俄票站調查：76%人撐修憲

美再打壓華企
謀逐同方威視出歐洲
《華爾街日報》昨日報道，繼打壓華為之
後，美國正企圖以對西方安全和企業構成威
脅為由，聯合歐洲各國政府將中國最大安檢
設備製造商同方威視趕出歐洲。
同方威視生產的貨物、行李和乘客安檢系
統正廣泛應用於歐洲的港口、邊境口岸和機
場。《華爾街日報》引述一份日期為 5 月 8
日的美國國務院內部備忘錄，指出同方威視

特粉歪論：撐總統便不戴罩

「新冠人造無根據」
普京籲齊心抗疫

伊朗昨日以 1 月時下令美軍擊殺該國將領蘇萊馬尼為
由，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及 35 名涉案美國軍官及文職官員發出
通緝令，指他們涉嫌謀殺及恐怖襲擊，並要求國際刑警向各國
發布俗稱「紅色通緝令」的紅色通報。
美軍於今年 1 月 3 日發動無人機襲擊，殺害伊朗伊斯蘭革命
俄羅斯總統普京
衛隊指揮官蘇萊馬尼，理由是蘇萊馬尼策劃親伊朗民兵攻
前日在一個電視節目
擊區內美軍。伊朗檢察官阿爾卡西梅爾拒絕透露其他
中表示，新冠病毒是
被通緝的美國官員身份，但表示即使特朗普卸
「人工來源」的說法沒有
任，伊朗仍會繼續向他追究責任。
任何根據，呼籲國際社會
■路透社
必須齊心抗疫，而不是互相

口
罩存在
極深偏見。
本應以身作則的
領導人，例如美國總統特朗
普，甚至是科學家出身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疫情以來都從不公開戴口罩，自然更難打破
對口罩的偏見。
相反，戴口罩在疫情下的亞洲卻已成為常
態，《華爾街日報》更特別以香港作為戴口
罩有效防止疫情擴散的例子。香港大學微生
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華爾街日報》
訪問時指出，香港在早上繁忙時間的戴口罩
比率高達 97%，「餘下 3%大多是美國人和
歐洲人」，證明要制止疫情唯有全民戴口
罩。
■綜合報道

他表示除與增加檢測有關，在各地重
啓經濟活動之際，亦有不少年輕人聚
集、沒有遵守聯邦政府發表的解封指
引。彭斯解釋，在得州、佛州等疫情
惡化地區，近半確診者年齡在 35 歲以
下，同時確診者中的住院人數較 2 個
月前低得多。

▲ 廣告呼籲全民投票。
◀ 選舉官員協助長者投
票。
美聯社
俄羅斯自上周四起舉行修憲公
投，內容包括重新計算總統任期限
制，總統普京可據此在 2024 年任期
完結後再次參選，有望執政至 2036
年，投票將於明日結束。官方民調
機 構 「VTsIOM」 昨 日 公 布 票 站 調
查結果，顯示在已投票選民中，

76%同意修憲。
VTsIOM 在 25 個地區 800 個票站訪
問了 16.3 萬名選民，當中 70%同意透
露投票取向。在這批選民當中，76%
同意修憲，23.6%反對，結果大致符
合在投票開始前的預測。
■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