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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衞兩專家駁抹黑中國言論
發文和受訪詳談在華溯源過程 批西方媒體故意歪曲報道



●多米尼克·德懷爾
資料圖片

多米尼克．德懷爾在澳洲廣播公司網站發表的文章開
宗明義指出，關於世衞組織調查新冠病毒起源任務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網
及新華社報道，面對部分西
方媒體就新冠疫情起源的問
題不斷歪曲事實抹黑中國，
澳洲傳染病和微生物學家多
米 尼 克·德 懷 爾 （Dominic
Dwyer），2 月 21 日在澳洲廣
播公司（ABC）網站發表長篇
文章，詳細回顧了世衞專家
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國部
分的工作過程，以親身經歷
批駁了抹黑中國的言論，再
次明確表明新冠病毒源頭並
非一定在武漢海鮮市場，病
毒也極不可能自實驗室洩
露。同為世界衞生組織新冠
病毒溯源研究國際專家組成
員、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
塞 婭·菲 舍 爾 （Thea Fischer） ， 22 日 接 受 丹 麥 《 政 治
報》採訪時，亦批評一些西
方媒體故意歪曲報道專家組
近期在武漢開展的新冠病毒
溯源交流合作，並指出武漢
之行成果超出預期。

●塞婭·菲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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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所謂的政治因素，外界已經炒得沸沸揚揚。文章
稱，僅臨床流行病學小組就查看了中國 200 多家機構的
7.6 萬例疑似新冠病例記錄，包括流感類疾病、肺炎和其
他呼吸道疾病。結果發現，在第一例新冠病例出現之
前，2019 年下半年武漢市未出現疫情大規模傳播的明確
證據。

澳洲專家：調查結果被政治化
作者強調，世衞調查結果被政治化的後果就是，很容
易忘記調查背後是真實的人。「我們目睹了新冠疫情對
病患個人和社區的影響，疫情早期武漢受到巨大影響。
當時，世界對新冠病毒及其傳播途徑、如何治療和其影
響都知之甚少。」聯合專家組在武漢見到了第一例感染
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他現在已經恢復健康。專家組還
同武漢醫院治療新冠肺炎早期患者的醫生進行了會談，
了解了他們和同事的經歷。世衞專家還遇到了一位不幸
患上新冠肺炎去世的醫生的丈夫，她留下了一個年幼的
孩子。
在訪問武漢的四周時間，專家們與中國同行進行了交
談，包括科學家、流行病學家和醫生。作者認為，這種
面對面交流建立的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無法通過視頻
軟件或電子郵件實現。「我們每天和中國科學家開會，
最長時一天開會時長達 15 個小時，所以我們就是同事，
甚至是朋友。」
文章稱，世衞專家組調查後得出結論，病毒很可能來
自動物，可能在一個未知的地點，通過一種未知的中間
動物宿主，從蝙蝠傳染給人類。這種「人畜共患」疾病
以前也曾引發過大流行。但專家組仍在努力確認導致當
前疫情大流行的具體事件鏈。
文章說，專家組參觀了現在已經關閉的武漢海鮮市
場，在疫情初期，這裏被認為是病毒的「源頭」。然
而，在市場關閉後，沒有一種動物檢測出新冠病毒陽
性。
文章認為，武漢海鮮市場更多是一個疫情被放大的地
方，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原點。所以，專家組還需要在其
他地方尋找病毒來源。專家組面臨的最具政治敏感性的
問題是病毒是否從實驗室洩露。調查的結論是，這種假
設極不可能。世衞專家組參觀了武漢病毒研究所，這是
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機構，設備運行良好，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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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健康得到妥善照顧。
文章稱，專家組採訪了那裏的科學家。他們的血液樣
本被常規採集和儲存，以檢測是否有感染跡象，並未發
現新冠病毒抗體的證據。專家組審查了研究所的生物安
全審計，沒有證據表明病毒洩露。專家組得出結論，
「武漢實驗室病毒洩露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菲舍爾駁斥了美國《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所謂在武
漢「無法獲得原始數據」的報道。她表示，武漢之行在
很多方面都超出預期。中方做了充分準備，提供大量數
據，專家組依據這些數據和文件展開了討論。

丹麥專家：武漢行成果超預期

《紐約時報》本月12日刊文，聲稱援引近期赴武漢的世
衞組織專家「說法」，稱中國繼續拒絕公布有關新冠疫情
暴發初期的信息，這使他們很難發現重要線索以遏制未來
這類疾病暴發。多名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及相關研究人員駁
斥美國《紐約時報》，認為該報「故意歪曲」「斷章取
義」，所謂「中方拒絕分享可能讓世界更加了解新冠疫情
起源的原始數據」的報道與他們在中國的經歷不符。

同為世界衞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國際專家組成
員、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塞婭．菲舍爾，22 日接受丹
麥《政治報》採訪，批評一些西方媒體故意歪曲報道專
家組近期在武漢開展的新冠病毒溯源交流合作，並指出
武漢之行成果超出預期。

所謂
「中方拒分享原始數據」
非事實

京接種點多措便民
攜登記卡
「隨到隨接」
部為女性，同步安排女性工作人員，做好接
種室內外秩序引導、現場服務等工作。
此外，為完善接種登記信息和解決少數人
員需要臨時接種問題，有接種點統一製作疫
苗接種登記卡，登記臨時接種人員信息並發
放卡片。受種者可根據自身時間安排，攜帶
卡片自行前往，隨到隨接。方便民眾的同
時，也確保了接種人員信息詳實準確。

觀家屬時更舒適。同時，為了給留觀室增更
多趣味，志願者們還在留觀室的黑板上親手
繪畫了疫苗接種相關知識，生動形象宣介疫
苗知識，備受民眾喜愛。
市民張女士說，她帶着三歲的女兒前來接
種，自己排隊時孩子就在留觀室玩玩具，
「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在留觀室維持秩序，帶
孩子來的家長們可以更安心省心了。」

留觀有漫畫玩具
在大興區一處接種留觀室，增設
的親子閱讀空間解決了帶娃受種者
的難題，受到民眾好評。漫畫書
籍、益智玩具等讓孩子們在等待留

男女可分室接種
因疫苗接種過程中需裸
露上臂，為避免部分女性
在接種時不便尷尬，有接
種點設立了「女接種
室」，男女分區室接種。
在女接種室，醫護人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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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總體按時開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在昨日舉行的教
育部發布會上表示，各高校已陸續發布 2021
年春季學期開學方案。全國總體上是按時開
學、按時開課。

執行校園封閉式管理
另據教育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
小組辦公室主任王登峰介紹，春季學期已
具備全面、正常和安全開學的條件。大學
生春季返校後，各高校執行校園封閉式管
理，堅持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不出境、

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風險地
區，有特殊情況確需出校的，嚴格履行申
請審批制度。
王登峰表示，開學後，各高校要進一步加
強校園管控，原則上不組織大規模集中性的
校外實習、社會實踐和企業參觀考察等活
動。必須赴校外開展的實習、實踐類課程，
應根據學校疫情防控要求以及實習實踐地區
和單位要求，在保證學生安全的前提下進
行。

強化中小學作業管理

針對民眾關注的中小學生作業問題，教
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表示，要着力
強化學生作業管理。鼓勵布置分層次作
業、彈性作業、個性化作業，注重設計探
究性作業、實踐性作業，探索跨學科作
業、綜合性作業，堅決克服機械、無效作
業，杜絕重複性、懲罰性作業。另外，任
課教師要認真批改作業，及時做好反饋，
注重加強面批講解，認真分析學情，對存
在的問題做好學生答疑輔導。不得給家長
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不得要求家長檢
查、批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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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數千長者接種科興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北京市新冠疫苗接種工作日前已全面展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從北京市大興區疫苗接
種點了解到，各接種點推出多項便民措施，
包括鋪設「無障礙通道」、設立「男女接種
室」、發放「疫苗接種卡」、在留觀室增加
玩具和漫畫書等——不僅提高效率，也讓
「全民接種」多了一份溫暖。
為方便行動不便人員，有接種點在登記
室、接種室等門口，統一設置無障礙通道，
變台階為緩坡，方便坐輪椅人員進行接種。
同時，沿途鋪設地毯，減少路面不平，各類
標識明顯，引導人員按照既定路線進行接
種。對於特殊人群，開闢綠色通道，安排保
安全程護送，保障安全、
順利接種。有接種點還專
門為行動不便或特殊人群
提供輪椅，並設有愛心通
道。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埃卡特佩克市22日
起開始接種中國科興新冠疫苗。首批接種

中國疫苗的人群為 60 歲及以上長者。當天
上午，數千名長者在家人朋友陪伴下來到
該市美洲文體中心外排起長隊，等待疫苗
接種。
74 歲的卡門·桑蒂連是當天首名接種者。凌晨 5 時許，她
在親人陪伴下乘坐輪椅來到現場。組織方考慮她行動不
便，便將她接種順序提前至首位。桑蒂連表示已厭倦長期
居家隔離生活，希望接種疫苗後能結束當前生活狀態，一
切都好起來。
桑蒂連在接種完畢後告訴記者：「我現在感覺還不錯，
希望疫苗能讓疫情盡快結束。」
「這對埃卡特佩克是重要一天。」埃卡特佩克市長費爾
南多·比爾奇斯當天說。他表示，該市是墨西哥人口密度最
大城市之一，當地醫療資源匱乏、新冠病亡率偏高，當地
政府正優先考慮為弱勢群體接種疫苗。他說，中國抗疫經
驗豐富，推動雙邊抗疫合作與經驗交流可拯救更多生命。
中國駐墨西哥大使祝青橋當天就中墨疫苗合作在墨西哥
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說，中墨兩國疫苗合作取得重要進
展，標誌着中墨抗疫合作進入新階段。相信中國疫苗將為
墨方構建免疫防線發揮積極作用，助力墨西哥人民早日戰
勝疫情。

批准緊急使用兩中國疫苗

本月 10 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批准緊急使用兩款中國研發
的新冠疫苗，分別是中國軍事醫學研究院和康希諾公司聯
合研發的腺病毒載體疫苗以及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新冠疫
苗。
首批科興新冠疫苗 20 日上午運抵首都墨西哥城國際機
場，隨後墨西哥政府宣布將這批疫苗配送至埃卡特佩克
市。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長德爾加多代表墨西哥政府對中方
提供疫苗表示衷心感謝。她表示，自去年以來，墨中抗疫
合作成效卓著，中方通過「空中橋樑」向墨方提供大量防
疫物資。當前，墨中疫苗合作不斷取得新進展，墨西哥是
拉美地區唯一批准兩款中國疫苗緊急使用的國家，墨中疫
苗合作已成為國際抗疫合作典範。墨方願同中方一道，推
動兩國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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