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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疫情不斷惡化，多國紛
紛伸出援手。世衞組織總幹事
譚德塞周一表示，世衞正向印
度增加配送醫療設備和物資，
包括大量製氧機、移動醫院和
實驗室用品。世衞亦宣布已調
配2,600多名工作人員協助印
度抗疫。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twit-

ter賬號同日表示，中國援助
印度的800台製氧機已經運抵
印度首都新德里，另外1萬台
製氧機也將於本周運抵該國。
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表示，中方一直高度關注印
度疫情形勢發展，正就進一步
援助與印方保持溝通。
俄羅斯外交部稱，將向印度

提供包括呼吸機、抗擊新冠藥
物，以及其他必須的醫療用品
和藥物等援助，並於未來數天
交付。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已
與五家印度主要製造商簽署協
議，每年生產8.5億劑「史潑
尼克5」號新冠疫苗，首批疫
苗將於後日交付印度。
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宣布取消

從印度訂購的一批疫苗，以便
印度可優先保證本國疫苗的供
應量。新加坡昨日則出動兩架
C-130運輸機，將256瓶氧氣
運到印度西孟加拉邦。此外，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均表
示，將向印度提供包括供氧系
統、疫苗原料及藥物等多種援
助。 ●綜合報道

多國物資援印多國物資援印
俄提供呼吸機藥物俄提供呼吸機藥物

印度疫情不斷惡化，多地急
症病床、醫用氧氣、呼吸機等
告急，凸顯了印度醫療體系的
脆弱。印度醫學會副主席達希
亞則表示，印度總理莫迪不負
責任地主辦大型政治集會，並
容許舉行大型節慶活動，角色
有如「超級傳播者」，加劇病
毒擴散，但莫迪卻一直試圖將
抗疫失敗的責任推給私營醫療
機構和邦政府。
這波疫情來勢兇猛，印度媒

體稱之為「新冠海嘯」。醫院
人滿為患，許多患者因床位短
缺而無法就醫，家屬紛紛上網
求助。不少醫生在網上發文，
呼籲公眾加強防疫措施，在必
要情況下居家隔離治療，盡量
避免住院。孟買流行病學專家
吉拉達說：「我們很無助，以
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人們
驚慌失措……重症患者也在家

接受治療，因為沒有床位。」

莫迪80歲叔母染疫亡
印度多人疫歿，莫迪的叔母

納爾瑪達苯前日亦因新冠肺炎離
世。報道指，納爾瑪達苯現年
80歲，大約10天前因新冠肺炎
病情惡化，被送往莫迪家鄉古吉
拉特邦艾哈邁達巴德的醫院接受
治療，但最終不治離世。
印度公共衞生基金會主席雷

迪說，印度政府對第二波疫情
缺乏準備。過去對衞生系統的
忽視和計劃不足，導致衞生系
統在疫情下面臨嚴峻挑戰。公
共衞生專家阿南特·班表示，
當前最迫切的是確保提供充足
氧氣，增加醫療設施，讓患者
得到護理。同時，印度還需要
擴大疫苗接種範圍，加強防控
措施，以減輕衞生系統的負
擔。 ●綜合報道

「新冠海嘯」莫迪卸責
醫生批如「超級傳播者」

疫情嚴峻下，印度不同階層
民眾都掀起逃亡潮，有在城市
打工的民工擔心中招，紛紛回
到鄉下避疫，城市有錢人則趁
部分國家仍未禁止印度航班入
境前，乘搭私人飛機逃到海
外，令機票價格飆升10倍。
在印度去年首波疫情中，很

多民工都曾經湧回鄉下，不過
當時他們主要是因為不想遵守
封城防疫限制，或因疫情失業
而離開城市，這次考慮的則更
多是生命安全。眼見確診和死
亡人數持續飆升，醫療系統崩
潰，很多人都擔心自己會染
疫。雖然官員強調這次不會像
去年一樣城鄉斷絕交通，但還

是有很多民工寧願放棄工作，
也要趁早離開疫情重災區。
至於較有能力的富豪，則索

性走到國外避疫。印度國際航
班過去兩星期幾乎日日爆滿，
阿聯酋周日對印度封關前，大
批印度富翁湧到迪拜，上周五
和周六由孟買飛往迪拜的機票
價格被炒至每張8萬盧比（約
8,325港元），是平常水平約
10倍；由新德里出發的機票
也升至逾5萬盧比（約5,203
港元）。私人包機的需求亦急
增，包機公司Air Charter Ser-
vice India發言人表示，上周
六飛迪拜的12架包機全部滿
座。 ●路透社/法新社

全民大逃亡
民工返鄉下富豪包機走

印度新冠患者急增，各地醫
院的醫療用氧氣嚴重短缺，不
少人被迫在商店外輪候購買氧
氣。在古吉拉特邦，兩批人在
排隊期間發生衝突，其中一名
男子開槍試圖恐嚇對方，結果
引發混亂，在場警員需緊急要
求增援。
《印度時報》引述警方稱，
兩批人士周一晚在古吉拉特邦
庫奇地區一家工廠附近，排隊
等候為氧氣樽充氣，其間雙方
衝突， 警員介入調停無效，
一名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向地
面連開3槍，引發排隊人士恐
慌走避，現場多輛汽車受到破

壞。
警員無法控制場面，立即要

求增援，當更多警員到場後，
衝突雙方已逃去無蹤，警方正
搜捕涉案者。
印度各地均面對「缺氧」，
首都新德里市郊加濟阿巴德市
一座錫克教廟宇前日搭起帳
篷，出售貯存的氧氣，立即吸
引附近地區的病人一窩蜂湧至
搶購。32歲居民維爾瑪帶同染
疫的58歲母親到來，當母親終
於能戴上氧氣罩呼吸，維爾瑪
感到鬆一口氣，他表示若這裏
持續有氧氣供應，他與母親會
一直留在此處。 ●綜合報道

印度群眾無視防疫規定，舉行宗
教和政治集會，被指加劇播毒。儘管目前疫情

已失控，但各政黨卻未有收斂，繼續為即將舉行的地方
選舉，舉行大型造勢集會。其中在特侖甘納邦，當地執政黨特

侖甘納民族黨和總理莫迪所屬的印度人民黨，分別舉辦數百人的競選
集會，出席者大多沒有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特侖甘納邦第二大城市瓦朗加爾連日均有選舉集會舉行，特侖甘納民族黨

青年事務部長阿諾普否認違反防疫指引，強調遵守醫療研究委員會去年就選舉頒
布的指引。阿諾普還將責任歸咎選舉委員會，質疑選委會為何在目前嚴峻疫情下，
仍讓選舉如期舉行，又批評外界針對特侖甘納民族黨，指印度人民黨及其他政黨也
有舉行集會。特侖甘納邦周一首次錄得新增確診個案逾1萬宗，其中653宗來自瓦
朗加爾。
印度民眾近期大事慶祝節日「大壺節」，這個號稱全球規模最大的印度教宗

教集會，每年持續數周，吸引數以千萬計信眾。在印度北部阿肯德邦赫里德瓦
市，許多居民無視疫情，繼續聚集在恒河邊沐浴和祈禱。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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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獨立疾病經濟和政策中
心主任拉克斯米納拉揚表

示，印度確診數目和死亡率一直被
低估，去年每30宗感染個案中，只有1宗被檢測
到，估計新一波疫情的死亡數字亦被嚴重低估。
世衞首席科學家斯瓦米納坦也稱，根據過往印度
的數據推測，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是官方公布的20
倍至30倍，換言之可能有高達5.29億印度人已經
受過感染。

新德里陽性率達30%
斯瓦米納坦指出，雖然印度在首波疫情後已經

大幅提升檢測量，由每日不足50萬次增至近200
萬次，但與整體人口及檢測陽性率比較後，檢測
數目仍然嚴重不足。她指出，印度現時全國平均
陽性率為15%，在新德里等城市更高達30%，即
平均每做100次檢測就會發現30宗確診，意味很
多人只是因做不到檢測而未被發現受感染。
美國密歇根州生物統計學及流行病學教授穆克

吉認為，很多無症狀感染者不知已受感染，亦不
會做檢測，偏遠地區貧民亦因負擔不起交通和時
間成本，無法前往檢測中心。印度醫療系統落
後，疫情前已經有14%死亡個案未有記入政府系
統，僅22%登記死亡個案有醫生證明，現時更有
可能低估死亡數字。穆克吉估計實際死亡人數可
能近100萬。

還有其他證據表明，印度實
際確診遠高於官方數字。首先
在醫院方面，由於缺乏床位和

醫療用氧氣，每天均有大量病人被拒之門外。印
度中部城市博帕爾在4月中旬僅報告了41宗與新
冠有關的死亡病例，但同期火葬場卻處理了逾
1,000具屍體，這種情況在其他城市也存在。印
度殯葬業目前已處於崩潰狀態，大量火葬場全天
候運作仍無法滿足需求，南部一些地區甚至准許
民眾自行火化親人遺體，減輕火葬場的壓力，新
德里更有人在路邊或停車場火化遺體。

逾九成人未接種疫苗
專家指出，印度變種病毒肆虐是導致疫情急速

惡化的原因之一，有證據表明現有疫苗對抗變種
病毒有效，然而印度目前卻有超過90%的人還未
接種疫苗。斯瓦米納坦指出，印度現時每天只有
約200萬人接種疫苗，他估計每日實際需求達到
600萬至700萬劑疫苗，因此必須加快疫苗供應
和接種速度。
研究發現，印度變種新冠病毒「B.1.617」已在全

球至少19個國家及地區出現，除了印度外，大部分
個案都是出現在英國、美國和新加坡。世衞現時仍
然未將「B.1.617」毒株列為「引起疑慮變種」，不
過承認「B.1.617」的傳播率高於印度其他現有毒
株，顯示其傳播力可能增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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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不斷惡化，昨日再創360,960宗

確診的全球新高，累計確診接近1,800萬宗，死亡人數升穿

20萬人，醫療和殯葬業崩潰。不過世界衞生組織及印度的專

家均相信，印度當前公布的累積確診及死亡數字被嚴重低估，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多達5.29億，換言之在印度13.66億人口

中，接近4成人都曾受感染。專家指出，檢測能力嚴重不足是

印度病例數目被低估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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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人瘋搶氧氣
狂男開槍爆混亂

●●新德里疫歿人數新德里疫歿人數
眾多眾多。。 路透社路透社

●●疫情嚴峻疫情嚴峻，，氧氣成氧氣成
為搶手貨為搶手貨。。 路透社路透社

●●多方運送物資到印度多方運送物資到印度。。 路透社路透社

●●當局派員巡查懷疑不遵守當局派員巡查懷疑不遵守
防疫規定的餐廳防疫規定的餐廳。。 美聯社美聯社

●●有民眾為患病有民眾為患病
的母親苦候氧的母親苦候氧
氣氣，，結果未等到結果未等到
氧氣氧氣，，母親已經母親已經
病逝病逝。。 路透社路透社

●●職員搭建臨時火葬場職員搭建臨時火葬場，，以以
應付需求應付需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