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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盡甘來 觀眾貼身狂歡

5 萬人無罩演唱會

新西蘭展後疫情氣派
新西蘭展
氣派

● 演唱會吸引多達 5 萬人參
與，氣氛爆炸
氣氛爆炸。
。 網上圖片

● 觀眾無須遵守防疫措
施，齊齊歡呼
齊齊歡呼。
。
美聯社

新冠疫情令全球娛樂表演產業損失慘重，多國至今仍實施嚴格防疫措施，禁止舉辦
大型演唱會等群眾聚集活動，不過在疫情相對輕微的新西蘭，前晚便順利舉辦一場大
型演唱會，吸引多達 5 萬人入場，而且全部觀眾無須保持社交距離，是自去年疫情爆發
以來，全球規模最大的演唱會。
500 萬的新西蘭至今只錄得約 2,600 宗
人口約
確診，26人死亡。新西蘭政府一直維持嚴格
防疫措施，上周才啟動與澳洲的「旅遊氣泡」，
讓兩國旅客互相豁免強制檢測和隔離檢疫。在澳
洲西澳省上周五錄得一宗本土確診後，新西蘭亦
迅速暫停與西澳省的「旅泡」。

指引下籌備 軍人原住民客串
前晚在奧克蘭伊甸公園體育場舉辦的演唱會是
樂隊「Six60」新西蘭巡迴演出最後一站，現場氣
氛熱烈。新西蘭軍樂隊也趁陣亡將士紀念日前
夕，在演唱會上客串演出。在樂隊用原住民語言
獻唱時，還有原住民毛利人舞蹈助興。觀眾則無
須遵守嚴格社交距離，絕大多數觀眾亦沒有戴口
罩。
「Six60」結他手弗雷澤表示，觀眾反應令人難
以置信，「看到大家因為音樂從漫長而痛苦的一
年中解脫，因為能親臨演唱會感到興奮，真是非
常特別的感受。」主唱沃爾特斯稱，樂隊曾擔心
舉辦演唱會可能成為超級播疫集會，不過所有籌

備工作都是遵照當局指引完成。

主唱：冀全球樂隊重返舞台

主辦演唱會的埃克爾斯表示，樂隊直到最後一
英國科學家
刻才收到演出許可。「Six60」在社交網上傳演
近日在當地蝙蝠
唱會的全景照，附有留言：「下次如果有
體內發現一種全新
人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給他們看這張照
的冠狀病毒。該病毒與
片。」有網民回應，這就是後疫情時代
引發新冠肺炎的新冠病毒
的樣子。
不同，現階段不會感染人
演 唱 會 業 界 刊 物 Pollstar 統 計 顯
類。不過科學家擔心如果新冠
示，全球演唱會行業去年損失達
患者將病毒傳到蝙蝠身上，兩種
300 億 美 元 （ 約 2,327 億 港
冠狀病毒可能在蝙蝠體內結合，令
元）。沃爾特斯也表
新病毒具備傳染人類能力。
示，樂隊深知疫下無法
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生態學四年級學
演出的痛苦，為身處新
生墨菲在撰寫畢業報告期間，於英國 3 個
西蘭感到幸運。他也
地區捕捉53隻小蹄鼻蝠，在放生前收集蝙蝠
期待全球樂隊都能
糞便，送往英國衞生部實驗室研究。其中一
盡快走出疫情陰
影，重返舞台。
●綜合報道

半數人口接種最少一劑
英擬長者打第三針
英國原本訂購了 4,000 萬劑輝瑞
疫苗，目前已交付約一半，消息透
露當局計劃增購 4,000 萬劑，除了
用作第三針外，亦考慮為 20 至 29
歲年輕組別接種。英國早前因應牛
津/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引發血栓，
建議 20 至 29 歲人士應該選擇接種
其他疫苗。
不過報道亦指出，由於擔心決定
可能引起歐盟不滿，英國暫時不會
公開增購疫苗的消息。英國是去年
全球最早向輝瑞訂購新冠疫苗的國
家，讓當地得以確保有足夠疫苗供
國民接種，未有如歐盟般出現疫苗
短缺問題。
●綜合報道

隻在格洛切斯特郡捕捉的蝙蝠糞便樣本內，
驗出全新的冠狀病毒，命名為「RhGB01」。

東安格利亞大學、倫敦動物協會（ZSL）及
英國衞生部聯合報告指出，小蹄鼻蝠遍布歐
洲、非洲、亞洲及澳洲，由於 53 份樣本當中
已有 1 份驗出新病毒，說明新病毒或已普遍存
在。小蹄鼻蝠所屬的菊頭蝠科其他蝙蝠體
內，也可能出現該病毒，遍布澳洲、日本、
歐洲及非洲。
倫敦動物協會研究團隊成員坎寧安表示，
新病毒的受體結合域，即病毒附着宿主細胞
感染宿主的部分與人類細胞不兼容，因此該
病毒現在不會感染人
類。不過他形容蝙
蝠體內如同變
種病毒「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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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馬略卡一名 40 歲男子，在出現
咳嗽和超過攝氏 40 度高燒等新冠肺炎病
徵後，仍然繼續上班和到健身室，更揚言
要「傳染給所有人」，結果導致包括 5 名
同事和 3 名健身室使用者在內共 22 人染
疫，男子最終因涉嫌蓄意傷害他人被捕。
事發於 1 月底，四出播毒的男子在首次
出現病徵後，仍然堅持回辦公室上班，且
不理同事勸告拒絕回家，一直到下班後才
接受檢測。不過播毒男等待檢測結果期間
未有自我隔離，反而於翌日繼續上班，並
再次拒絕理會上司和同事的要求回家，而
且他更蓄意在辦公室不斷走動，並故意拉
下口罩咳嗽，揚言要「傳染給所有人」。
播毒男證實確診後，一眾同事立即接受
檢測，結果有 5 人確診，健身室亦有 3 名
使用者受感染，加上他們再分別傳染給親
友，包括3名一歲大嬰兒，最終有 22人受
感染，幸全部人症狀輕微。馬略卡警方接
獲有人舉報播毒男後展開調查，於前日拘
捕他。
●綜合報道

試打第 3 劑 Moderna
30 歲男：感覺良好
美國藥廠 Moderna
（莫德納）早前進行
第三劑新冠疫苗實
驗，其中一名測試者黑頓表示打第三針後「感覺良好」。
黑頓接種第二劑時，一度發高燒、嘔吐、頭痛且肌肉痛。黑
頓獲安排緊急入院後，隔天「基本上完全康復」。
到本月初，黑頓接受第三劑加強針試驗，接種了 25 毫克的
試驗性加強針，所幸副作用並不像他接種第二劑時強烈，24小
時後消失。
●綜合報道

● 小蹄鼻蝠

爐」，若兩種冠狀病毒結合，便可能產生
擁有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域的新病毒，可以
感染人類。
報告強調，透過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工
作，避免讓蝙蝠感染新冠病毒非常重要。
坎寧安也指出，人類照料獲救野生動物期
間或會傳染病毒，因此與蝙蝠及其排洩物
接觸時，研究者應穿戴合適防護裝備，降
低出現變種病毒風險。
●綜合報道

專家憂與傳人病毒結合

涉蓄意傷人罪被捕
西班牙播毒男害 人

● 「Six
Six60
60」
」在台上
傾情演出。
傾情演出
。 美聯社

英國衞生大臣夏國賢昨日宣布，
當地過半數人口已經接種最少一劑
新冠疫苗，再創下疫苗接種里程
碑。英國傳媒報道，當地打算增購
4,000 萬劑輝瑞/BioNTech 疫苗，
從今秋開始為長者等高危群組補打
第三針。
英 國 6,680 萬 人 口 中 ， 已 經 有
3,351 萬人接種過疫苗，當中超過
1,200 萬人已經打了兩劑。由於接
種進度理想，英國政府亦開始着眼
更長遠接種安排，包括研究從 9 月
起為高危群組補打第三針，對象包
括 1,030 萬名 70 歲或以上長者和護
老院院友、長期病患者，以及 430
萬名醫護人員和護老院員工等。

英蝙蝠現最新冠狀病毒
暫不傳染人類

● 在被燒毀的醫院內
仍可
見氧氣樽。
路透社
● 照片可見多個窗戶被燒
至熏黑。
至熏黑
。
網上圖片

巴格達新冠醫院大火82死
氧氣罐爆炸肇禍
伊拉克巴格達一所專門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醫院，前晚發生大火，造成至少
82人死亡，110人受傷。伊拉克總理卡迪米下令徹查，並將衞生部長停職。
位於巴格達東部的伊本．哈提卜醫院，前晚深夜有氧氣罐爆炸並引發大
火，消防趕到現場後救出約 90 名被火勢圍困的新冠患者和醫護人員，並成
功撲滅大火，但仍有多名重症患者及陪伴過夜的家人喪生，不少傷者都是被
氧氣罐爆炸後的碎片擊傷。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