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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名酒吧老闆麥克法登在吧枱前安裝通電的柵
欄，以確保顧客遵守社交距離。他表示，電欄通常不
會啟動，但已經有成效，「非常好笑，我們位於鄉
村，所以大家都知道電欄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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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前日在
記者會上提到，許多政府領袖在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上給出互相矛盾的訊
息，防疫工作往錯誤方向走，恐導致
社會在可見未來都無法重回正軌。
全球周日錄得逾23萬宗新增病例，

再創單日新高，其中約80%病例是在
10個國家內錄得，美國及巴西合共便
佔逾半病例。譚德塞前日在視像記者

會上沒有點名批評任何國家，但提到
部分國家在解封時，沒有依循合適方
式以減低風險；不少政府領袖又給出
互相矛盾的訊息，削弱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他指病毒仍然是公眾的「頭號
敵人」，但不少政府或人民的行動都
沒有將病毒視為威脅。
譚德塞承認，政府要實施有效防疫

政策是十分艱難，對經濟、社會、文

化都會構成影響，不過他直指「有太
多國家正步向錯誤方向」，如果政府
不實施全面防疫措施、遏制病毒傳
播，公眾又不遵守防疫措施，情況只
會愈來愈差，「在可見未來都無法回
到舊常態」。政府在向民眾解釋防疫
工作時，應清晰交代實際做法，包括
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洗手及居家
隔離等。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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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抗拒戴罩走到不戴要罰款

英國在爆發新冠疫情初期採取
「佛系」抗疫，試圖透過大量人
群感染並產生抗體，從而達至群
體免疫。然而據英國《衛報》報
道，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對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者的追蹤調查顯示，
即使感染新冠病毒後產生抗體並
痊癒，抗體帶來的免疫力也可能
在數月內減弱。
調查於3月至6月進行，以在
倫敦醫院住院的感染者和醫護人
員合共96人為對象。在持續確認
抗體反應後發現，抗體在平均發
病起3周後迎來高峰，之後便急

速減弱。
人體感染後，會產生對抗病毒

的抗體。調查結果顯示，症狀愈
重，抗體反應也表現得愈強。調
查對象中約60%呈現極強反應，
但在約2個月後維持同樣程度反
應的人僅約17%。據悉，也有人
減弱到只有高峰時的1/23，甚至
檢測不到。研究團隊表示需要進
一步持續調查，同時也指出上述
調查結果暗示，曾感染的病人可
能會再次感染。該團隊稱，即使
接種疫苗，效果也可能不會長期
持續。 ■綜合報道

新加坡的新冠病毒檢測再度出錯，據衞生部昨日公布，
一間實驗室將一名中學女生的鼻咽拭樣樣本，與另一名外
勞的樣本對調，導致該學生被錯誤確診。衞生部經重新確
認後，證實她沒有中招，其就讀的中學亦沒有校園感染。
出現人為失誤的實驗室隸屬陳篤生醫院，實驗室將一名
裕廊西中學女學生的樣本、與另一名外勞的樣本錯誤對
調，導致該學生在10日被衞生部列為新增確診病例。該
學生是裕廊西中學首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由於她重新
接受兩次檢測結果均呈陰性，證實沒有感染，故中學亦未
出現校園感染。
涉事的外勞在採樣後一直隔離，沒有與他人接觸，他目
前情況穩定，已送往國家傳染病中心。
衞生部稱正調查今次失誤事故，若發現違例，會採取相
應行動。陳篤生醫院的實驗室亦已檢查同期進行的檢測，
沒有發現其他失誤，會採取額外措施避免同類事件。衞生
部在5月亦曾發現，一間實驗室因其中一組檢測試劑出現
儀器檢驗問題，多達33個檢測結果誤測為陽性。

■綜合報道

科學期刊《自然—通訊》近期發表
的一項研究指出，在法國發現一宗胎
兒在孕婦子宮內感染新冠病毒的個
案，相信是全球首宗證實新冠肺炎患
者可於懷孕時期，將病毒傳給胎兒的
例子。該名男嬰在出生後數日內出現
發炎症狀，目前康復進度良好。
該名23歲法國孕婦出現發燒和嚴重

咳嗽等病徵，在3月24日入院後不久

確診新冠肺炎。在她入院後3日，醫
生發現胎兒出現不適，故緊急剖腹分
娩，男嬰出世後迅即送往新生兒深切
治療部。

曾現痙攣 無服藥下康復
院方抽取男嬰的血液和肺部體液進行

檢測，顯示他感染新冠病毒，並排除屬
其他病毒、細菌或真菌感染。在進行更

多測試後，發現新冠病毒從母親的血液
擴散至胎盤，並傳染男嬰，引發炎症。
男嬰出生數天後情況轉差，並出現痙
攣，由於當時沒有治療確診嬰兒的臨床
指引，醫生一度考慮處方抗病毒藥物
「瑞德西韋」，但看見男嬰在毋須服藥
下逐漸康復，便打消念頭。
現時已有不少新生嬰兒感染新冠病

毒的例子，醫生一直懷疑他們是在子

宮內感染，但不能排除在分娩期間受
感染的可能性。巴黎安多旺貝克拉瑞
大學醫院的醫生呂卡指出，醫學界一
直無法求證，原因在於需收集大量樣
本，包括母親血液、新生嬰兒血液、
臍帶血、胎盤和羊水等，而醫護人員
忙於應對疫情，難以抽空收集這些樣
本，但最新個案無疑顯示胎兒在子宮
內會感染新冠病毒。 ■綜合報道

英國衞生大臣夏國賢昨日公布新

一輪防疫措施，擴大英格蘭地區強

制佩戴口罩的要求，由本月24日

起，居民在商店購物期間必須以口

罩等遮蓋口鼻，違者可被罰款100

英鎊(約971港元)。英國政府在疫情

初期，曾質疑口罩的防疫效果，這

次政策被形容為大幅度轉向，但近

日英國官員對佩戴口罩的指引仍然

混亂，備受外界批評。

英國首相府前日預告新政策，指出有愈來
愈多證據顯示，在密閉空間遮蓋口鼻，

有助預防感染新冠病毒，故首相約翰遜決定
由本月24日起，顧客進入商店時均需以口罩
等覆蓋面部，違者可被罰款100英鎊，11歲
以下兒童和殘疾人士可獲豁免，店員則無規
定必須戴口罩。當局將安排警員執法，向違
規者處以罰款。
現時英國的疫情相比4月高峰時已放緩，
每日新增病例不足100宗，但當局警告一旦
出現第二波爆發，疫症死
亡人數將由現時
約 4.5 萬

人，大幅增至12萬人。

高文浩一日前稱不強制
約翰遜稱，新措施可進一步預防病毒散

播，形容佩戴口罩既可保護別人，亦可保護
自己，讓人們更有信心復工。英國在上月15
日起，已要求國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佩戴
口罩，蘇格蘭地區從上周五起，亦已強制居
民在商店戴口罩。
不過英國政府對佩戴口罩的訊息仍然混

亂，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高文浩周日
仍然聲稱，不會強制要求國民戴口

罩，指政府相信公眾能
自律；財相

辛偉誠上周宣傳外出用餐折扣計劃時，更在
沒戴口罩的情況下跟食客聊天。

警方憂損警民關係
環境大臣尤俊仕昨日解釋稱，政府更改佩

戴口罩的指引，是基於科學證據的改變，強
調新指引合理。對於外界質疑新規定在11天
後才正式施行，尤俊仕解釋稱，延遲施行能
給予民眾充分時間準備。
在野工黨批評稱政府頒布指引遲緩和混

亂，英國警方亦有反對聲音，指強制警方就
新規執法，將損害警民關係。
現時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和希臘等多地均

已強制居民在商店佩戴口罩。法國總統馬克龍
昨日接受電視訪問時，亦預告將在8月1日起

實行新措施，強制在室內公共場所戴口
罩，以防疫情再次加劇，
又稱法國已準備足夠口
罩，應對新一波疫情。

■綜合報道

英國將於本月24日實施新例，要求英
格蘭所有民眾在商店內必須戴口罩，不
過新例尚未生效已引起批評，警方擔憂
商店數目眾多，實際執法困難，業界則
反映新例對商戶的要求不清晰，呼籲當
局詳細說明。
在戴口罩的新規定下，執法責任落在
警方身上，不過倫敦警察聯會主席馬什
表示，店家並無權力強制顧客戴口罩，
違例者大多只會離開現場，同時警方
「不可能在每間商舖前都安排警員執
勤」，故新例根本近乎不可能執行。
新例亦沒有明確規定商店員工是否須

戴口罩，英國零售商協會執行主任狄金

森則表示，商店已投放大量時間、資源
來增設防疫設施，如透明膠板等，加上
員工亦與顧客保持社交距離，期望新例
不會規定員工戴口罩。她亦指出商戶經
常面對不願遵守規定的顧客，政府應更
清晰列明如何在此情況下保護商店員
工。
倫敦市長簡世德歡迎新規定，提到政

府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後，繁
忙時間約90%民眾都有遵守。不過他認
為最大問題不在於警方如何執法，而是
政府帶出的防疫訊息混亂，檢測、追
蹤、隔離等措施更為重要。

■綜合報道

新冠抗體急速衰弱
群體免疫難成真

商戶批條文模糊
警方直言「不可能的任務」

法研究證孕婦可傳染胎兒

譚德塞不點名批評「多國防疫訊息矛盾」

星洲檢測再出錯
爆校園感染虛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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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副首席醫
療官哈里斯認
為民眾毋須戴
口 罩 ， 指 出
「病毒會附在
口罩上，被人
吸入」

3月12日
英國衞生大臣
夏國賢表示，
「在口罩問題
上，政府始終
根據科學指引
作出決定，立
場從未改變」

4月24日
英國首席醫療
官惠蒂認為，
有證據顯示戴
口罩「僅在特
定情況下有少
許效用」

4月16日
英國首相約翰
遜認為戴口罩
在防止病毒傳
播上有用，並
能令民眾有信
心能重返工作
崗位

4月30日
英國運輸大臣
夏博思宣布，
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必須佩戴
口罩，但強調
口罩保護作用
有限

6月4日
夏國賢透露自
6月15日起，
所有人在醫院
都必須佩戴口
罩

6月5日
約翰遜強調，
政府需就戴口
罩採取更嚴格
措施

7月10日
英國蘭開斯特
公爵領地事務
大臣高文浩表
示，戴口罩是
「良好教養」
的表現

7月12日
夏國賢宣布自
7月24日起，
英格蘭地區所
有商店的顧客
須戴口罩

7月14日

酒吧電欄

■■約翰遜頒令要求國民進入商店時戴上口罩約翰遜頒令要求國民進入商店時戴上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媒拍得高文浩英媒拍得高文浩((左左))與貿易大與貿易大
臣卓慧思臣卓慧思((右右))在措施宣布後到商在措施宣布後到商
店的情形店的情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官員訊息混亂官員訊息混亂 高文浩明顯未高文浩明顯未readyready

■■英國民眾走出商店英國民眾走出商店
後馬上除罩後馬上除罩。。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