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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做運動打網球 自認肥胖曾減肥

英國首相約翰遜一周多前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在首

相府隔離多日後，病情一直未見好轉，更持續發燒，延至

5日英女王特別演說後不久，約翰遜就在醫生建議下，入

院檢查，到6日仍未出院。唐寧街強調約翰遜並非緊急入院，又說他仍然全權掌控政府，並會與

其他官員保持聯絡。不過英國傳媒報道，約翰遜入院後需要插喉輸氧，或意味病情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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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會議上大聲呼吸不斷咳嗽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5日發
表歷來第5次特別講話，為英
國人民加油打氣。親歷過二戰
的女王在演說中，沒有太多提
到防疫細節，反而多次不着痕
跡地將今次疫情與當年戰爭作
類比，包括引用戰時名曲
《We'll Meet Again》的歌詞，
勉勵子民疫情過後「後會有
期」。

憶與瑪嘉烈首發表講話
演說日前在溫莎堡錄製，身
穿綠色洋裝的女王，甫開場首
先提到英國當前面臨的挑戰，

並感謝一眾前線醫護人員及其
他必要崗位員工，以及所有遵
守居家令留在家中的國民，
「我們正合作對抗這場疫情，
我向你們保證，只要我們保持
團結及決心，便能夠渡過難
關。」
英女王登基後曾4度發表特

別演說，也曾在1940年與妹妹
瑪嘉烈公主在溫莎堡一同發表
人生首次講話，勉勵因躲避納
粹德軍空襲而疏散到郊區的兒
童，她說：「我們當時還是孩
子，於溫莎對必須撤離家中避
難的孩子發聲。今天，再一

次，許多人要再次感受與摯親
分別的痛苦，但不論是現在或
當年，我們內心深處都知道，
這是正確的做法。」
女王說：「雖然我們過去也
曾面對挑戰，但這次不同。這
次我們與全球各國共同努力，
利用科學發展及追求治癒的本
能，我們將會成功，成功將屬
於我們所有人。」儘管未來可
能還有很多苦難，但令人安慰
的是，「更好的日子將會重
來：我們將能和朋友再會，將
能和家人再會，我們將能再
會。」■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昌）英國
首相約翰遜確診一周後終在5日入院，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
子超表示，香港也有確診患者病徵持
續一段時間，未必一定代表病情嚴
重，不過如果約翰遜送院後需要接受
輸氧的報道屬實，便可能代表他有缺
氧症狀，顯示其肺部受影響不輕，出
現呈「磨砂玻璃」狀的肺部發炎，病
情已屬於中度或嚴重。不過梁子超強
調，醫生需要經過進一步評估，包括
抽血或照X光等，才能確定約翰遜的
病情如何。

英僅兩成人需求醫
英國傳媒報道，當地新冠確診患者
中，大約80%的病徵都會在一周內消
失，部分人甚至完全沒有出現症狀，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NHS)建議這些患者
只需在家休養，必要時可服退燒藥。
只有當症狀遲遲不退甚至惡化的患
者，例如持續乾咳、發燒或乏力，
NHS才會建議他們求醫。換言之，約
翰遜很可能屬於20%重症患者之一。
與約翰遜同日確診的衛生大臣夏國
賢，在一個星期後已經康復，之後更
頻頻主持政府疫情簡報會。英媒推
測，由於簡單的醫學測試大可在首相
府進行，除非約翰遜的病情已經引起
醫生憂慮，否則不會貿然送他入院。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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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過往沒有公開其
有嚴重疾病病史，亦經常做運動，
身體最大問題是肥胖，不過他亦一
直有減磅，整體健康相信不錯。從
英國的新冠肺炎數據而言，入院患
者中，逾 7 成人是男性或體重過
重，意味約翰遜病情嚴重的風險不
低。

約翰遜經常打網球，他在首相別墅
契克斯及牛津郡的住所均有不少空間
可以打網球；平日在唐寧街官邸則大
多跟隨網上影片做運動，內容混合瑜
伽、普拉提、有氧健身操等元素。不
過他膝蓋有舊患，令他需要放棄慢跑
習慣，擔任倫敦市長時則經常以單車
代步。

體重是約翰遜最大健康問題，尤
其是幾年前擔任外相期間，經常外
訪導致飲食量大增。他辭任外相後
曾在2018年12月撰文，透露自己體
重達104公斤，若按身高1.75米計
算，身體質量指數(BMI)達34，在英
國屬肥胖，不過他其後已減磅。
英國深切治療全國審計及研究中

心上月底發表報告，指英國需入院
新冠肺炎患者中，約 70.9%是男
性，71.7%人過重或肥胖，亦即BMI
在25以上。醫生解釋，BMI較高人
士向來較易受各種疾病影響，如心
臟病、關節炎等，不難推論新冠肺
炎是其一。

■綜合報道

英女王二戰名曲勉國民：We'll Meet Again
2.財相辛偉誠

約翰遜患病時序約翰遜患病時序
3月27日

3月29日

3月30日

3月31日

4月1日

4月2日

4月3日

4月4日

4月5日

與衛生大臣夏國賢同日確
診並居家隔離

發片感謝醫護及超市員工
高級顧問卡明斯出現病
徵，需居家隔離

主持內閣視像會議
發片宣佈擴大檢測規模
首相府門前拍手向醫護致
敬，夏國賢同日痊癒復工

發片表示持續發燒，需繼
續隔離

懷孕未婚妻西蒙茲透露出
現病徵一周，但沒有接受
檢測

晚上突然送院

英揆潛在繼任人順序
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及規範政府運作規
則的「內閣手冊」，均未有列明首相
一旦無法履行職責，將由何人繼續領
導國家。雖然首相府日前表明，將由
身為首席國務大臣的外相藍韜文署
任，但之後的接任順序則尚無定案。
英媒則指，約翰遜若按照傳統，根據
內閣職位重要性決定繼任順序，可能
的接班人選將會如下：

1.外相兼首席國務
大臣藍韜文

英國首相約翰遜5日入院，俄新社6日引述
「消息人士」聲稱，約翰遜「需要使用人工肺
協助呼吸」，唐寧街隨即高調駁斥，批評是
「俄羅斯官媒炮製的虛假訊息」，不
過發言人並無否認英國傳媒說約翰遜
需要輸氧的報道。
約翰遜6日則在twitter發文，表示自
己是按醫生建議，前往醫院接受常規檢
查，承認自己仍有病徵，不過精神良
好，亦與團隊保持聯絡。發言人亦提到

約翰遜精神良好，不過持續出現發燒、咳嗽等病
徵，仍然需要留院接受觀察。

■綜合報道

俄媒傳用呼吸機 唐寧街高調否認

■約翰遜在twitter表示自己精神良好。
網上圖片

3.內政大臣彭黛玲

4. 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高文浩

5. 大法官兼司法大臣白樂彬

6. 國防大臣華禮仕

7. 衛生大臣夏國賢

綜合報道

■■ 約翰遜精精約翰遜精精
神 神 出 席 活神 神 出 席 活
動動。。 美聯社美聯社

■■現身首相府現身首相府
門口門口，，面容憔面容憔
悴悴。。 美聯社美聯社

■■ twittertwitter 宣宣
佈 延 長 隔佈 延 長 隔
離離，，一臉病一臉病
容容。。 美聯社美聯社

現年55歲的約翰遜是在上月27日
證實受感染，是全球首位確診

的主要國家領袖。約翰遜最初宣稱自
己病徵輕微，原定按照英國政府防疫
規定，自我隔離7日至本月3日，不
過他於當日發佈影片，稱病情雖有好
轉，但仍然發燒，於是決定延長隔離
期。約翰遜在隔離期間曾多次拍片，
又試過在唐寧街10號門口見記者，
其間面容明顯愈見憔悴，令人質疑他
的病情並非對外宣稱般。例如隔離初
期上載的影片中，約翰遜仍穿着西裝
領帶，但3日的影片中，他卻只穿一
件恤衫，領口打開，更是一臉病容。

曾重過百公斤
首相府5日突然宣佈，約翰遜按照

醫生建議入院接受檢查，聲明宣稱今
次只是「預防措施」，因為約翰遜在
確診10日後仍然持續出現病徵，又

強調他不是緊急入院，醫生過往一直
希望他入院檢查。當局沒有表明約翰
遜的確切出院時間，僅稱會一直留院
至「沒有需要為止」。據《泰晤士
報》報道，約翰遜是在5日8時左
右，被送往國會對面的聖湯馬斯醫
院，沒有使用救護車，入院後接受供
氧治療。
按照英國政府規定，若非病情十分

嚴重，新冠肺炎患者一般不會獲安排
送院，因此約翰遜送院的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種種猜測。《衛報》上周便
曾報道，約翰遜的病情其實較對外宣
稱更嚴重，有醫生憂慮他有呼吸問
題，不過報道被唐寧街否認；約翰遜
在隔離期間每日都透過視像系統出席
疫情會議及內閣會議，據官員透露，
約翰遜開會時不斷咳嗽、呼吸有聲，
看上去氣色不太好。
約翰遜沒有其他病史，不過在

2018年底他曾透露自己體重達104公
斤，轉換成身體質量指數(BMI)便達
肥胖程度，此前已有研究顯示，肥胖
人士較易受新冠病毒影響。唐寧街沒
有透露約翰遜會接受哪些檢查，專家
估計醫院會測量他體內氧氣濃度，檢
查肺、肝、腎等器官，亦會照心電
圖、檢查心臟機能，並進行血液測
試，以檢查免疫系統對病毒的反應。

若無法辦公 外相代理職務
房屋大臣鄭偉褀等官員表示，約翰遜
仍然全盤領導政府，其他官員亦會繼續
向約翰遜稟報工作，又稱他「情況不
錯」，預料可以很快重回唐寧街。各界
均紛紛向約翰遜問好，包括工黨新任黨
魁施紀賢亦在twitter祝他早日康復。
一旦約翰遜病情惡化至無法繼續
辦公，首相職務將交由外相藍韜文代
理。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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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發表歷來第5次特別講話。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