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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命名（希臘字母）

Alpha（α）

Beta（β）

Gamma（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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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κ）

Epsilon（ε）

Zeta（ζ）

Theta（θ）

發現地點

英國

南非

巴西

印度

印度

美國

巴西

菲律賓

傳播情況

在138個國家及地區傳播

在92個國家及地區傳播

在54個國家及地區傳播

在61個國家及地區傳播

在42個國家及地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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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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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衞用希臘字母稱呼變種病毒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無疑成為
新冠病毒 「污名化」 的最大受害者。全球
多國發現新冠變種病毒後，媒體報道中也
經常將變種病毒與發現的地方掛鈎。為了
避免污名化，近幾個月以來，世衞一直在
討論變種重新命名工作。

世衞5月31日決定以希臘字母來命名
新冠變種病毒，根據被發現的時間，按照
24個希臘字母的順序排序。例如，希臘字
母 「Alpha」 將代表全球最早、在英國首
先發現的變種B.1.1.7， 「Beta」 代表首
現於南非的B.1.351， 「Gamma」 則代表
首現於巴西變種病毒的P.1，而首現於印
度 的 B.1.617.2 變 種 病 毒 被 稱 作
「Delta」 。當希臘字母表的24個字母用
完時，世衞將引用新方式來命名其他變
種。

曾考慮用希臘諸神命名
世衞表示，變種毒株的科學名稱難記

且容易誤報，加上民眾經常使用首先發現
地來稱呼變種毒株，帶來污名化和歧視性
的不良影響。為避免上述情況並簡化公共
交流，當局才鼓勵各國政府、媒體和其他
機構採用新的名稱。

世衞新冠疫情技術負責人范克爾霍夫
在推特上強調，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因為
檢測和通報新冠病毒變異體而被污名
化。」 她說，新命名方法為了幫助公眾討
論，並不會取代現有的科學名稱。她還呼
籲各國對變種病毒進行 「強有力的監
測」 ，並分享科學數據以幫助阻止其傳
播。

世衞實驗室高級研究員科寧斯表示，
最初的計劃是自行創造雙音節的 「混成
詞」 ，但後來發現名字大多已經被公司、
地點甚至是民眾使用。此外，世衞亦曾考

慮過用希臘神
話裏諸神的名字，以
及用阿拉伯數字來命名變種
病毒。但針對後一種方案，世衞
認為阿拉伯數字可能會與基因測序
的數據混淆而最終放棄。

英解封恐因變種病毒推遲
另外，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致年度大會

閉幕辭表示， 「缺乏數據、信息、病原
體、技術和資源的分享」 是疫情大流行本
質特徵，而 「（大流行）協議將促進共
享、信任和問責，並為建立其他全球衞生
安全機制奠定堅實的基礎。」 他介紹稱，
目前已有60多個國家表態支持，成員國還
將在11月29日舉行會議進一步探討此事。

因 應 在 印 度 發 現 的 變 種 病 毒
B.1.617.2，英國近期疫情出現反彈跡
象，5月31日新增3383宗確診病例，過去
一周內共錄得23418宗確診病例，較此前
一周增加28.8%。英國政府新興呼吸道病
毒威脅諮詢小組（Nervtag）成員古普塔
教授表示： 「（英國的）新增確診病例數
量呈指數型增長，其中至少四分之三是新
變種個案。」

他指出，英國現在已經處於第三波疫
情的開端，但由於疫苗接種率高，所以可
能會比前幾波疫情需要更長時間爆發。截
至6月1日，英國已有59%的人口至少打完
一劑疫苗。

根據政府計劃，英國將在6月21日進
入最後解封階段，取消所有社交距離限
制。首相約翰遜將在6月14日決定是否推
進這一最後階段。古普塔表示，現在英國
的接種率距離能夠控制疫情傳播的70%水
平已經不算太遠，應該將解封計劃推遲
「幾個星期」 。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衛報》、路透社報道：全球新冠疫情
發生一年多以來，多國相繼出現變種新冠病毒毒株。為避免最早發現
變種的國家被污名化，世界衞生組織（WHO）5月31日宣布，將
以希臘字母來稱呼全球各地新冠變種毒株。世衞新冠疫情技術
負責人范克爾霍夫表示，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因為檢測和通
報新冠病毒變異體而被污名化。」另外，英國近期疫情出現
反彈跡象，新增病例大部分涉及在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
B.1.617.2，恐令6月21日最終階段的解封計劃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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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 「實驗室洩漏
論」 曾是特朗普政府熱衷炒
作的話題，前國務卿蓬佩奧
堅稱，新冠病毒是武漢病毒
研究所與中國軍方合作的成

果；前貿易顧問納瓦羅更是赤裸裸地指
責 「中國設計了這種病毒」 ，但是全世
界大多數科學家都對 「人造病毒」 及
「實驗室洩漏」 的說法不屑一顧，認為

在美國大選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挑起這
個話題無非是 「為了轉移自己抗疫不
力」 的焦點，由於美方能拿出的證據寥
寥，帶着強烈陰謀論色彩的 「實驗室洩
漏說」 一直遭到大多數科學家的嘲笑，
世衞組織專家組3月發表的正式報告也認
為， 「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 。

但是最近美國主流輿論出現了重大
轉向，聲稱去年對特朗普政府所謂 「實
驗室洩漏論」 的忽視犯了一個錯誤，
「不僅美國，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

界，實驗室出現閃失都是常有的事」 ，
所以過早排除 「實驗室洩漏說」 顯然是
不合適的。連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
奇最近也改口稱，雖然他相信新冠病毒
很大可能來自大自然，但也不能排除來
自實驗室，他贊成繼續進行進一步的調
查。一些美國媒體更是言之鑿鑿，好像
一夜之間拿到了足夠證據，甚至認為找
到了疑似 「零號病人」 。

美方熱炒 「實驗室洩漏論」 的主要
證據之一，聲稱 「發現」 了三位武漢病
毒所工作人員前年11月生病求醫，且症

狀與新冠肺炎相似，這三人很可能就是
「零號病人」 。儘管中方在與世衞組織

研究專家交流時明確告知，迄今為止武
漢病毒研究所所有工作人員沒有出現一
例新冠病毒陽性，也沒有工作人員轉崗
的現象。但是這樣的回答顯然不能令西
方滿意。美國得克薩斯兒童醫院的一位
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更是呼籲， 「要
對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包括對中國實
施可能的制裁，迫使武漢病毒研究所交
出所有的資料，包括一些工作人員筆
記。」

經過近兩周的炒作，美一家主流媒
體民調顯示，已有70%以上的美國人相
信， 「新冠病毒來自於實驗室洩漏」 。
特別是拜登總統下令美國情報機構在90

天內拿出病毒起源調查報告之後，更是
讓一些反華分子興奮不已，認為拜登這
樣做，將很快讓新冠病毒的起源大白於
天下。辭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不
久的波廷格表示，他相信一定會有大量
的信息浮出水面， 「一些知情的中國科
學家或內部人士會鼓起道德的勇氣，挺
身而出說出真相」 。可這位前官員很健
忘，在過去1月間，由他主持了多次國家
安全協調會，使出渾身解數也沒有搞到
「中國隱瞞了真相」 的信息。他曾經在

個別場合哀嘆，各種渠道反饋的信息表
明，找不到中國基層單位刻意隱瞞的蛛
絲馬跡。

目前美國所有17家情報機構分成兩
派：一派認定是 「實驗室洩漏」 ，另一

派認為是大自然病毒跳轉到人類的偶然
事件，但雙方均沒有確切的證據。為了
「淡化」 溯源工作的政治性，拜登要求

調查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且要求美國國
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加入其中，從而為
這次調查工作披上更多的 「科學」 外
衣。但是一些病毒學家認為，有關愛滋
病、伊波拉、非典病毒的溯源問題都異
常艱難，有的耗時數十年，而拜登政府
卻要求情報部門90天內拿出一份調查報
告，其質量和可信度將大打
折扣。由於情報的真真假
假，將會讓這份溯源報告搞
得似是而非，信者恆信，疑
者恆疑，根本無助於破解新
冠病毒起源之謎。（上篇）

美重炒新冠病毒起源的深層動機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半島電視
台報道：秘魯5月31日宣布改變新冠死亡病
例計算標準，將病歿人數上調至18萬以
上，由此再度成為全球人均新冠死亡率最
高的國家。

秘魯政府組建的技術工作組報告稱，
自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5月22日，該國
染疫死亡人數已達180764人，平均每天有
404人病歿。而衞生部報告的官方數字只有
約6.9萬人。根據修正後的數據，人口僅
3300萬的秘魯每10萬人中有551人病歿，
超越匈牙利的約300人，再次成為全球新冠
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去年8月，秘魯曾因每
10萬人中有85.8人死亡登頂。

秘魯官方此前每日公布的新冠死亡人
數，是基於確診或疑似病例中的死亡人數
統計。但由於檢測量低，秘魯的疫情數據
長期以來被指少算。為獲得更為準確的數
據，秘魯政府於今年4月成立一個技術工作

小組，採用了病毒學、血清學、放射學、
流行病學等檢測標準，並參考與新冠臨床
特徵一致的疑似病例數據和衞生部國家死
亡信息系統的統計數據。

秘魯是南美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
一，5月31日新增7914宗確診病例，累計
確診病例達到195萬宗。與此同時，受制於
疫苗供應不足等原因，該國截至6月1日僅
有8.1%人口至少接種一劑。

【大公報訊】綜合日本時事通
信社、NHK報道：日本新冠疫苗接
種速度不理想，內閣官房長官加藤
勝信6月1日表示，為加速接種疫
苗，6月21日起將開始為企業員工、
大學生和教職員等人群打針。此
外，政府亦將免費接種輝瑞疫
苗的年齡由原本的16歲以上下
調至12歲以上。

日本2月17日展開疫苗接
種計劃，截至6月1日僅有7.2%
人口至少打完一針，目前的接

種人群仍為65歲以上長者。5月31
日，厚生勞動省近一步提議為12歲
以上人士免費接種輝瑞疫苗，已獲
得分科會同意。

輝瑞藥廠3月31日表示，在針
對12至15歲兒童的臨床試驗中，旗

下疫苗的有效率達到100%。除日
本外，美國、加拿大、歐盟以及新
加坡等國都已批准12歲以上人士接
種此款疫苗。

此外，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
日透露，計劃將作為東奧期間視頻

直播會場 「Live Site」 的代代
木公園設為疫苗接種場所，還
計劃在築地市場舊址自行設置
大規模接種中心，8日起為警察
和消防相關人士開始接種。

韓國政府亦制定多項措施
鼓勵接種，自6月1日起，打完
首針者可豁免直系親屬聚會8人
上限的規定，7月起在公園等室
外空間無須戴口罩。

日本接種輝瑞疫苗年齡降至12歲

多國疫苗
接種進展

塞舌爾
13.4萬 73.4%

聖馬力諾
4.2萬 64.3%

巴林
171萬 62.3%

以色列
1058萬 60.2%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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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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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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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2368萬 51.2%

總注射
劑數

已接種
人口佔比*

*至少接種一劑

馬爾代夫
47.6萬 83.3%

秘魯病歿數調至18萬 死亡率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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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者5月24日接種
新冠疫苗。 法新社 ▲秘魯民眾搬運死於新冠的親屬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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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污名化 不與發現地點相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