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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長子確診新冠 朱利亞尼兒子亦中招

■小特朗普確診新冠。

美國總統特朗普長子小特朗普的發言人
前日表示，小特朗普上周初確診新冠肺
炎，不過未有出現病徵，正接受隔離。小
特朗普成為繼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妮亞
與特朗普幼子巴倫後，第 4 名確診新冠的
特朗普家族成員。特朗普私人律師朱利亞
尼的兒子、白宮幕僚安德魯前日亦證實確
診。除安德魯外，白宮近日還有至少 4 名
職員中招。
小特朗普的發言人表示，小特朗普上周
初確診後，便遵照醫生吩咐留在住所內隔

法新社

離，目前沒有病徵。小特朗普的女友、前
霍士主播吉爾福伊爾今年 7 月也曾染疫，
現已康復。

曾揚言 23 萬人歿
「不算什麼」
42 歲的小特朗普與其父親一樣，經常淡
化疫情，在上月接受霍士新聞台訪問時，
更揚言美國當時近 23 萬的疫歿人數「幾乎
不算什麼」。小特朗普本月初亦有參加在
白宮舉辦的選舉之夜派對，當時幾乎所有
賓客都未有戴口罩。其後白宮幕僚長梅多

斯、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卡爾森和白宮
政治事務主任傑克等賓客也陸續確診。
2017 年加入白宮公共聯絡和政府間事務
辦公室的安德魯則表示，自己出現輕微病
徵，目前接受隔離，配合密切接觸者追蹤
工作。安德魯上周四曾陪同父親朱利亞尼
出席記者會，而朱利亞尼與多名特朗普律
師發言時均未佩戴口罩。當日發言的律師
埃利斯表示，她與朱利亞尼的檢測結果均
呈陰性，整個法律團隊將聽取醫生的防疫
建議。
■綜合報道

■安德魯前日證實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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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州長買試劑連環中伏

9000 萬公帑購
「韓國 A 貨」檢測屢爆假陽性

領功不成反被罵

■ 馬里蘭州醫護人員為居民
做新冠檢測。
做新冠檢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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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疫情急速惡
化。多倫多
市民在超市
外排隊等待
購物。
新華社

多倫多封城 28天
商場延時供掃貨

份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然而這批試劑存在缺陷，無法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加拿大至今累計超過 32 萬人確診新冠肺
炎，逾 1. 1 萬人死亡。安大略省的疫情急速惡
化，為了防止醫療系統不勝負荷而瀕臨崩潰，省
長福特前日宣布最大城市多倫多和皮爾區(Peel
Region)從周一凌晨開始封城 28 天，重現三、四
月爆發新冠肺炎第一波期間的最嚴格封鎖行動。
這輪封城措施的有效日期直至 12 月 21 日，其中
包括嚴禁食肆堂食和大多數不必要商業活動，例
如關閉健身室和提供個人護理服務的場所。
違反限制令的活動組織者最低罰款1萬加元(約
5. 9 萬港元)，而違令活動參加者則罰款 750 加元
(約4,400港元)。

州政府其後暗中向同一公司額外支付 250 萬美元(約 1,928 萬

安大略省現病房爆滿

港元)，增購 50 萬份試劑替代，至今已有 37 萬份新試劑投入

根據安省政府頒布的禁制令，動物園、戲院、
演藝表演場地、室內駕駛中心、賭場、理髮店、
浴室和性服務場所均禁止開放，政府亦禁止所有
室內舉行的公共活動及社交聚會，同一家庭的聚會
則不受此限。戶外聚集則限制在10人之內，但人
與人之間必須保持社交距離。宗教活動、婚禮和葬
禮只要人數不超過 10 人，室內和戶外都可以舉
辦。公立學校不停課，專上院校則改為網上授課。

■ 霍根與
妻子（右）
曾一起出席
新聞發布
會。
美聯社

美國馬里蘭州共和黨籍州長霍根於今年 4 月，花費 946 萬

美元(約 7,297 萬港元)公帑，高價從韓國一間公司購入 50 萬

使用，卻又爆出許多檢測「假陽性」個案。由於霍根聲稱是
透過其韓裔妻子的人脈，才能從韓國購得試劑，並自誇為個
人政績，多方批評霍根隱瞞事件，浪費公帑，只為保住自己
的聲譽，有州議員要求霍根為這次過失道歉。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時任
「全國州長協會」主席的霍

根在疫情初期，曾敦促總統特朗
普加強檢測，但不得要領。霍根
眼見韓國大規模檢測取得成效，
便要求其韓裔妻子由美(譯音)協
助，於今年 3 月透過韓國駐美大使
李秀赫，從韓國公司 LabGenomics
訂購50萬份核酸檢測試劑。

出回憶錄自誇引關注

隨即暗中安排停用相關試劑。
霍根等官員多番迴避各方追
問，嘗試隱瞞試劑缺陷。他為求
「補鑊」，今年 7 月再花公帑，向
LabGenomics 增購 50 萬份試劑，
取代有問題批次，美其名將試劑
「升級」。霍根還低調安排第二
批試劑運抵機場，避免受到傳媒
注視。

被批
「失敗公關騷」

採購試劑 4 月送抵馬里蘭州機
場，每份試劑售價 19 美元(約 147
港元)，遠高於部分美國當地生產
試劑的價格。然而霍根大肆宣
傳，稱州政府官員竭盡所能完成
採購，邁出抗疫關鍵一步。霍根
還在今夏出版的回憶錄中，將此
事視作政績亮點，稱引起全國傳
媒注視，這批試劑更能「拯救不
少生命」。
州政府將試劑交由兩間私人實
驗室使用，不過有實驗室很快發
現試劑存在缺陷，指試劑盒上列
明的原料，有別於生產商向美國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申請審批
時提交的文件內容。州政府官員

馬里蘭大學實驗室及另一私人
實驗室其後收到增購試劑，但馬
里蘭大學使用該試劑為護老院職
員檢測時，卻發現多宗「假陽
性」個案，且相較美國製試劑，
增購試劑化驗需時更長，故決定
棄用。不過隨着疫情蔓延，另一
間實驗室仍繼續採用這批試劑，
至今已使用合共37萬份。
霍根以謊言掩飾過失，引來多
方不滿。馬里蘭州民主黨主席劉
易斯指出，霍根自詡抗疫英雄，
卻未有採取任何實質措施幫助民
眾，形容是「一場失敗的公關
騷」，要求霍根向馬里蘭州居民
公開道歉。
■綜合報道

特朗普履競選承諾 降處方藥價格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趕在任期結束
前，兌現2016年競選時承諾，頒布兩
項降低處方藥價格的新規定，讓民眾
有望以較低價格購買處方藥。不過製
藥業對新規定感到不滿，不排除提出
司法挑戰。
兩項新規定的其中一項將於明年元

旦生效，讓部分由美國聯邦醫療保險
支付的昂貴處方藥價格，與其他發達
國家最低價格保持一致，有望在 7 年
內為病人節省 280 億美元(約 2,170 億
港元)。另一項新規定將禁止藥廠為零
售商及保險公司提供回扣，可讓患者
節省約 3 成藥費，將於 2022 年初生

效。
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行政總裁烏伯批評，新規定將讓
其他國家獲得藥品定價優勢，對美國
新藥研發及製藥業發展造成負面影
響。
■綜合報道

福特表示，目前疫情非常嚴峻，實行上述相關
的措施，是要防止最惡劣的情況出現。在安大略
省，皮爾區和士嘉堡市已經出現醫院病房及深切
治療部爆滿的情況。安大略省前日新增 1,418 宗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並錄得 8 宗死亡病例，一周
平均每天確診病例亦由1,369宗增至1,373宗。

居民開始聖誕前購物
居住在士嘉堡的白領 Richard 說：「前日是傳
統的瘋狂黑色星期五購物日，人們通常開始聖誕
節前掃貨，但由於多倫多即將封城，很多人到
Costco和沃爾瑪等大型超市排隊購買日常用品和
糧食，當然亦會應節購買聖誕禮物，亦有顧客掃
走巨型電視機。」
北約克婦人 Cindy 表示：「多倫多疫情近日愈
來愈嚴重，往年我會回港避寒，但今年不能離
境，唯有留在加拿大過冬。在封城下，多倫多不
准民眾到他人住所，我是獨居老人，獲准安排一
人到來探視。」
多倫多很多大型商場前日延遲到晚上 10 時才
關門，周六和周日亦推遲到晚上 9 時收市，供人
們及早搶購聖誕節禮物，亦方便家長為子女購買
冬天衣物。

9旬嫗憂封城抑鬱 獲醫生協助離世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在新冠疫情長期未能紓緩下，屬於高危族的
長者經常被規勸切勿外出，但長期與外界斷絕社
交接觸，卻對長者的身心健康造成衝擊。長居護
老院的加拿大 90 歲老婦羅素，剛於上月因不欲
再孤獨面對多倫多在冬季再度封城，獲得醫生協
助她結束生命。
在加拿大，申請醫療協助結束生命無須身患絕
症，但必須是病情嚴重，而且病況是不可逆轉地
轉壞，並對身心造成損害。羅素的女兒多莉表
示：「我的媽咪原本非常活躍，對所有事物均感
好奇，是一位精靈的老人家。不過，今年初封城
導致她與外界斷絕接觸，獨自呆在護老院。在無
法與其他人接觸下，她的健康狀況迅速變差，尤
其是情緒抑鬱。」
加拿大超過7成的新冠肺炎死者均超過80歲，
政府加強保護脆弱的長者，但羅素不願再經歷被
隔離的苦況。素來重視要死得有尊嚴的羅素，曾
兩次申請醫生協助結束生命，第一次申請遭到拒

絕，到第二次因身體加劇衰弱才獲接納。
多莉坦承她對母親選擇結束生命感到悲傷，但
既然母親自行選擇一個平和、沒有痛苦的離世方
式，身為子女只好支持。她慶幸母親在離世前能
居住在其中一名子女的住所多天，讓她享受天倫
之樂，並在親朋陪同下安詳告別。

德醫生助病人
「減痛」
被捕
德國埃森市警方則在上周三拘捕一名 44 歲醫
生，控告兩項謀殺罪。警方懷疑涉案醫生本月
13 日和 17 日通過注射過量藥物，導致兩名分別
為 47 歲和 50 歲、在深切治療部留醫的新冠重症
病人死亡。涉案醫生承認控罪，但表示自己此舉
是不願看到病人及其家屬「繼續承受痛苦」。據
德國媒體報道，該名醫生在為病人注射藥物前，
已通知兩名病人的家屬。
德國法院去年裁定，重症病人可要求醫生協助
結束生命，不過正式執行需通過多項嚴格審批，
暫不清楚涉案醫生是否已遵循相關規定。

巴西確診破600萬 印度病床墓地難求
巴西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前日突破 600 萬宗，是
繼美國和印度後，第三個錄得逾 600 萬宗病例的國
家。印度感染人數前日亦升穿 900 萬，累計逾 13.2
萬人死亡，首都新德里的墳場管理人員坦言，可供
下葬的地方已不敷應用。
巴西疫情在 7 月進入高峰期，其後約 3 個月的感
染數字逐漸回落，民眾防疫意識明顯鬆懈，不少大
城市的酒吧、食肆和商店人頭湧湧，而且大多數人
均沒有佩戴口罩。結果當地近期感染數字急速反
彈，住院病人大增，在里約熱內盧的醫院深切治療

部(ICU)，上周的病床使用率高達9成。
新德里疫情同樣嚴峻，市內 ICU 病床使用率已
逾 9 成，其中一間私家醫院的 ICU 病床更爆滿，很
多病人需在院外等候。政府最終宣布在新德里增加
1,400 張 ICU 病床，並要求所有私家醫院預留 8 成
ICU 病床和 6 成普通病床，供新冠患者使用。印度
疫歿人數上升，墓地同樣「逼爆」，新德里一名墳
場管理人員表示，現時最多只可挖掘多 50 至 60 個
墓穴，對情況感到憂慮。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