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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疫苗計劃大亂 民眾求針無門
八旬長者需輪候 預約網站漏洞多
心 急 如 焚

【大公報訊】綜合共同
社、《華爾街日報》、法新社
報道：日本東京奧運會在7月
23日開幕，但近期日本新冠疫
情嚴重反彈、疫苗接種計劃進
展緩慢，引起民眾強烈不滿。
日媒指出，日本民眾接種積極
性很高，但政府缺乏合理規
劃，且面臨人手不足等問題。
為加快接種速度，日本在東京
和大阪增設接種中心，由自衛
隊負責運營，但防衛省建立的
網站，竟然用虛假個人資料都
能成功預約打針，再為整個接
種計劃添亂。

截至18日，全球接種疫苗總量已
超過15億劑，排名前三的中國、美國
和印度合計佔到總劑數近六成。擁有
約1.3億人口的日本，卻只接種了700
萬劑疫苗，打完兩針的人口佔比僅為
1.6%。法新社指出，日本2月開打疫
苗，但迄今為止仍僅面向醫護人員和
長者。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在美
國，12歲的兒童已獲准接種輝瑞疫
苗；而在同樣使用輝瑞的日本，八旬
老人都可能因為太 「年輕」 而排不上
號。距離東京一小時車程的春日部
市，直到上周才將接種年齡門檻從90
歲下調至85歲。83歲的皆川康子無奈
地表示：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輪
到我打針。我能做的只有繼續等
待。」 13日，她88歲的丈夫終於打上
了第一針。
龜速接種疫苗的日本，一邊面臨
因為變種病毒而不斷擴散的疫情，一
邊是即將來到的奧運開幕日期。19
日，日本錄得逾5000宗新增確診病
例，重症患者人數較18日增加58人，
達到1293人，創疫情發生以來新高。
東京都、大阪府等9地正處於緊急狀
態，沖繩縣也向中央政府提出請求，

農村失守 印度病歿數破紀錄

▲4月12日，東京的長者登記接種新冠疫苗。

法新社

希望頒布緊急狀態令。當日，沖繩新
增203人確診，較18日的168人大幅增
加。

而，由於防衛省並未連接地方政府資
料庫，預約系統仍無法驗證用戶輸入
的個人資料。

假個人資料也可預約打針

東京醫護：死人算政府頭上

由於近期疫情反彈，合資格接種
疫苗的長者打爆各地預約熱線，只求
盡快打針，以保護自己及家人。日本
電信電話等通訊服務公司，甚至不得
不從10日起對預約熱線 「限流」 ，以
免服務系統崩潰。
為加快接種速度，日本政府亦在
東京和大阪增設接種中心，由自衛隊
醫護人員負責運營。17日起，兩處接
種中心開放網上預約系統，為65歲以
上長者提供服務。然而，開放24日至
30日時間段的接種預約後，大阪的
2.5萬個名額在短短25分鐘內就被搶
光，東京的5萬個名額一天後也僅剩
一成。
而即便由日本防衛省出手，《朝
日新聞》和《每日新聞》的記者發
現，防衛省建立的預約網站根本無法
驗證用戶信息，隨便輸入假資料就可
成功預約。防衛相岸信夫承諾盡快修
復系統，僅接受65歲以上人士預約，
並呼籲民眾不要利用系統漏洞。然

國際奧委會（IOC）主席巴赫19
日說，相信到東奧開幕時，八成以上
入住奧運村的運動員和工作人員已完
成接種，有利於安全開賽。但《洛杉
磯時報》刊文指，IOC應當重視日本
國內外的反對聲音，取消東奧。報道
指，日本每10萬人只有5張深切治療
病床，遠低於美國的26張和德國的34
張，疫情期間已十分緊張。為迎接東
奧，日本政府宣布將抽調500名護
士，並要求30家醫院優先收治染疫的
運動員，無疑將進一步增加醫療系統
負擔。
東京醫療從業人員協會上周寫信
給日本首相菅義偉、東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東奧組委會長橋本聖子，指
出日本的醫療系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
壓力，沒有餘力再去承擔更多外國人
入境。這封措辭強烈的信件表示，若
果因為舉辦奧運和殘奧會而染病死亡
的人，賬要算在日本政府頭上，畢竟
他們可以有停辦的選擇。

全球衞生峰會草案未提豁免疫苗專利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
社報道：20國集團（G20）將於21日
在羅馬舉行全球衞生峰會，討論應對
新冠疫情等議題。路透社18日拿到峰
會聲明草案，發現美國總統拜登早先
提出的 「豁免新冠疫苗專利」 建議被
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讓藥廠自行決定
是否授權的 「專利池」 機制。
路透社報道稱，這份草案是G20
各國專家互相妥協的產物。美國早先
表示支持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
訴求，並呼籲暫時豁免疫苗專利權保
護，允許貧窮國家自行生產疫苗。但
歐盟及其他疫苗產地指出，美國取消
疫苗原材料出口限制、傳授實用生產

▲泰國民眾12日在曼谷一間商場的疫
苗診所接種科興。
法新社

技術、藥廠之間自願合作，才能更有
效地提高疫苗產能。
草案反映了上述不同觀點，但並
未提到要豁免疫苗專利。草案強調，
G20領導人將致力於推動 「自願授

權、技術和知識轉讓和專利池建
設」 。在專利池框架下，藥廠可自行
決定是否授權在較貧窮國家生產其產
品。這種機制曾在非洲使用，以改善
當地愛滋病藥物供應情況。路透社
稱，對於藥廠而言，這仍是 「不友
好」 舉動，但遠沒有專利豁免那麼
「極端」 。
路透社還注意到，草案並未明確
提出全額資助世界衞生組織的 「獲取
應對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計劃」 ，僅強
調了 「通過公平分擔來填補資金缺口
的必要性」 。路透社稱，初版草案的
措辭更為雄心勃勃。新的草案仍有被
修改的可能。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紐
約時報》報道：印度19日錄得26.7萬
宗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較本月初的40
萬宗有所下降，但新增死亡人數高達
4529人，創下全球最高紀錄。美媒報
道稱，印度疫情已從新德里、孟買等
大城市擴散至醫療系統更為薄弱的鄉
村地區，很多村民染疫後只能在家等
死，感到被政府遺忘。
新德里附近的巴斯村有約5400名
村民，其中四分之三已病倒，過去三
周內有超過30人病逝。村長庫馬爾告
訴記者，大部分患者的死因是缺氧。
村中沒有醫療設施，沒有醫生，也沒

多國疫苗接種進展
國家

總注射劑數

已接種
人口佔比*

美 國

2.76億

47.7%

歐 盟

2.03億

32.4%

印 度

1.86億

10.5%

巴 西

5939萬

18.9%

英 國

5736萬

55.1%

德 國

4064萬

37.5%

法 國

3037萬

32.5%

意大利

2825萬

32.4%

土耳其

2674萬

18.4%

俄羅斯

2400萬

9.5%

*至少接種一劑

來源：彭博社

有氧氣瓶，想要將重症患者送去醫院
要花4個小時， 「很多人根本撐不了那
麼久。」 由於很難接觸到網絡，村民
們也無法向城市居民那樣在推特等平
台求助，只能在家等死。
59歲的納因和他31歲的兒子一同
中招，出現呼吸困難等症狀。納因的
家人想盡辦法也找不到救護車，只能
自己將他送往附近診所。納因在路上
就停止了呼吸，但令家屬倍感憤怒的
是，醫生草率地將死因定為 「心臟驟
停」 ，並聲稱沒必要檢測納因是否染
疫，因為他已經死了。
彭博社採訪來自印度各地區18個
城鎮和村莊的代表，發現巴斯村的慘
狀正在全印度上演。來自中央邦烏賈
因鎮的夏爾馬憤怒地說，由於印度政
府不作為，過去兩周他的家鄉有很多
家庭遭新冠 「滅門」 。

▲印度農村遭到疫情衝擊，很多人得
不到救治。
路透社

英外遊指引混亂 訂機票如賭博
【大公報訊】據《每日郵報》報
道：歐盟19日同意放寬旅遊限制，今
夏允許完成疫苗接種的旅客入境。但
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天警告說，英國民
眾依然不能去被標記為 「黃色」 的地
區。英國根據疫情風險程度，以紅、
黃、綠三種顏色標記全球國家和地
區，17日起實施不同的外遊檢疫措
施。批評人士指出，政府對 「黃色」
地區的態度模棱兩可，引起混亂。
約翰遜19日表示，預計500萬英
國人預訂了前往歐盟的旅行，但目前
只有葡萄牙在英國的回國免隔離 「綠
色」 名單上，因此即便歐盟敞開大
門，英國人也不應該出行。然而，教
育部國務大臣基根卻說，約翰遜對
「黃色」 地區的警告只是 「指導性
的」 ，只有自 「紅色」 地區返回者才
必須接受10天隔離。
18日，英國衞生部國務大臣貝瑟
爾稱，英國人年內都不應該出國旅
行。數小時後，環境大臣尤俊仕又

說，如果人們願意，前往「黃色」地區
也可以接受。英媒批評說，政府官員自
相矛盾的說法，令民眾更加困惑。
此外，英國對三類地區的劃分標
準也很模糊，令民眾擔憂出遊目的地
會在不同顏色間轉變，預訂出行如同
賭博。更糟糕的是，據19日抵達英國
機場的旅客稱，來自疫情最嚴重地區
的 「紅色」 地區旅客與其他較安全地
區的入境人員在飛機上混在一起，沒
有被分開，令所謂劃分形同虛設。

▲17日，一群旅客抵達英國希思羅機
場。
路透社



美式群體免疫路徑對香港的啟示

口罩問題最近再次成為
美國輿論的焦點。如果說戴
不戴口罩在特朗普執政時期
是區別民主與共和兩黨的重
要標誌，那麼當下戴不戴口
罩或成為是否接種過疫苗的標識。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最新指引，只
要完全接種過疫苗的人士，無論是室內
或室外均可摘下口罩。為此，拜登和副
總統哈里斯率先示範，稱摘掉口罩具有
「里程碑意義」 ，無疑是為其抗疫取得
階段性成果貼上新標籤。
迄今為止，美國已有一半以上的成
年人接種了第一劑，完成接種新冠疫苗
的 人 數 佔 總 人 口 的 37.5% （ 約 1 億 多
人），換句話說，美國仍有六成以上的
民眾尚沒有形成對病毒的完全保護力。
現有的研究表明，即使打了疫苗，也並
不意味着百分之百不被傳染或不會把病
毒傳染給別人，正因為如此，拜登政府摘
口罩的指引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一
些評論認為，民主黨政府出台口罩指南

與特朗普政府去年反對戴口罩如出一轍，
都是將口罩問題政治化，既愚蠢又魯莽。
雖然美國抗疫取得了重要進展，但
現在每天感染者仍有三萬人左右，死者
不下六七百，離真正走出疫情困境、實
現群體性免疫的目標差得很遠。《紐約
時報》對120多位流行病學專家進行了訪
談，他們的普遍共識是：現在摘下口罩
為時尚早。
沃爾瑪等大型超市宣布將遵守美國
疾控中心的指引。由於商場、餐館等機
構並沒有執法權，無權檢查顧客的接種
紀錄，人們完全憑着 「道德規範」 進行
自我約束，這些地方會不會成為新的播
毒中心令人存疑。許多專家也認為，在
疾病大流行時期，完全靠人們的 「行為
自覺」 進行防疫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一些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可能在外出時執
意不戴口罩，結果很容易將病毒傳染給
他人或被傳染，人為拉長抗疫的痛苦。
即便摘口罩有如此大的風險，為什
麼拜登政府仍一意孤行？這就不得不一

窺這項措施背後的潛台詞了。拜登政府
已向美國人民許下諾言，要於7月4日美
國慶日到來之際，讓70%以上的成年人接
種至少一劑疫苗，而實現這個目標並不
容易，該接種的大都接種了，剩下的都
是反疫苗的頑固派，所以拜登政府必須
想方設法動員這部分人接種。
按照拜登政府的決策邏輯， 「既然
你擔心被傳染，那就趕緊打疫苗吧」 。
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示，如果
新的口罩指南能起到促進更多人去接種
的作用，那當然更好。福奇的這番話可
以說是拜登政府口罩指引的最恰當註
釋。畢竟處處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的
拜登政府，很難用 「強迫」 二字讓民眾
接種疫苗，於是需要找出一個更冠冕堂
皇的理由。至於拜登政府通過摘口罩的
「強刺激」 ，能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還
需時間檢驗。
除了摘口罩的政策刺激之外，美國
一些州也是絞盡腦汁，紐約市為了鼓勵
人們接種，向接種者發放交通卡，政府

讓優步（UBER）等網約車公司加盟，
幫忙接送接種者，而費用由贊助企業承
擔。俄亥俄州還給每位接種者一張彩
票，屆時會抽出五個大獎，獎勵金額高
達100萬美元。總之，為了讓更多的人應
接盡接，也算是無所不用其極。
疫苗是矛，口罩是盾，在這場抗疫
鬥爭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疫情
初期，美國將口罩這個盾牌丟在一邊，
赤膊上陣，結果一敗塗地。疫苗的研發
成功則成為抗疫之矛，與口罩之盾本可
以相互補充，但是西方人的思維總是非
白即黑，迫使民眾在 「矛」 與 「盾」 之
間進行選擇，也算是美國人站在生物科
技之巔的一種傲慢。
口罩與疫苗對新冠病毒的防護無疑
是表裏關係。接種疫苗是為了激發身體
的免疫系統，是內在、根本性的；而口
罩則是外在、應急性的，為人體建立新
的免疫屏障爭取寶貴時間。在東方人的
思維中，不必在口罩與疫苗之間進行選
擇，這是東方人在抗疫戰中的思維優

勢。只要疫情在，戴着口罩又何妨？
從世界抗疫態勢看，誰先接種了疫
苗，誰就在復常的道路上更主動。去年
東亞國家走在抗疫的前列，甚至被評為
「模範生」 ，但疫苗接種大大落後於歐
美發達國家，於是在這輪變種病毒面前
變得不堪一擊，其教訓極其深刻。俗話
說，福禍相依。一直接種緩慢的香港終
於這幾天有了起色，或與這一輪中國周
邊疫情惡化有很大的關係。
美國用美式思維與辦法致力於 「群
體免疫」 ，香港也需要用港式思維與辦
法加快推進疫苗接種。為免費接種設定
一個時間表，如規定逾期之後改為付費
接種不失為一種反向刺激。總之，思路
決定出路，香港大可不必受太多條條框
框約束而自縛手腳，香港 「清
零」 更不應是一句口號，只要
政策對頭，方法得當，早日清
零、從而實現兩地通關，以緩
解民生與經濟之痛是完全可以
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