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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CNN、BBC、《衛報》報道：英國新冠疫情不斷
惡化，連續兩日新增逾5萬宗確診病例。但首相約翰遜決定豪賭一番，
自7月19日起全面解封英格蘭地區，被醫學專家再度指責 「不負責
任」 。當前，約翰遜幾乎放棄其他防疫措施，但目前新冠疫苗對預防感
染的有效率並非100%。據專家預測，英國將 「無法避免」 每日新增確
診突破10萬宗。前衞生大臣侯俊偉還警告，英格蘭地區恐在秋季被迫再
次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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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完成接種率反超美國
【大公報訊】綜合《財富雜誌》、CNN報

道：全球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持續推進，起初接
種率傲視群雄的美國近期打針速度放緩，而
「輸在起跑線上」 的歐盟多國和加拿大在獲得
充足疫苗供應後相繼超越美國。有分析指出，
這與美國疫苗懷疑論更加普遍不無關係。

繼加拿大首劑接種率5月底超越美國後，加
拿大截至17日下午已有48.64%人口完成兩劑疫
苗接種，亦超越美國48.4%的完成接種率。專
家指出，加拿大在5月獲得大量疫苗供應後，接
種率就一路飆升。雖然美國同樣擁有充足供

應，但其疫苗懷疑論的普遍程度遠高於加拿
大。

6月底以來，意大利、德國以及西班牙等歐
盟國家的接種率亦已擊敗美國。《財富》雜誌
分析稱，歐盟開展大量疫苗推廣活動，賣力宣
傳疫苗的正面信息。與此同時，歐洲多位領導
人還公開接種疫苗，均增強了民眾對疫苗的信
心。

在7月4日前70%成人打完一針的目標落空
後，美國總統拜登16日怒斥Facebook、推特等
社交媒體傳播的疫苗錯誤信息正在 「殺人」 。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亦表
示，如果在天花和小兒麻痹症肆虐的年代，人
們像今天一樣聽從某些媒體的宣傳並抵制疫
苗，那麼這兩種疾病至今都不會在美國消失。

Fb副總裁羅森其後回擊稱，數據顯示85%的Fb
用戶將接種疫苗，社交媒體才不是造成接種目
標落空的原因，暗示政府無能。

英國政府數據顯示，境內17日新增54674
宗確診病例，創下1月中旬以來的最高紀錄。

然而，自19日開始，英格蘭地區幾乎所有
防疫限制都將解除。法律將不再強制民眾佩

戴口罩，不過商舖和交通運營商可以自
行訂立口罩佩戴要求；取消室內外所有
限聚令；除醫院、機場等地，取消1米社
交距離規定；夜店、體育場以及劇院等
場所亦可全面開放。英國醫學會主席納

格浦博士表示： 「這是不負責任的，坦率
地說是危險的。」

約翰遜謀免隔離捱轟
不過，如果民眾收到來自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疫情追蹤程式的提醒，仍須自我隔
離，這一規定將持續至8月16日。截至7月7日
的一周內，英格蘭有52萬人收到NHS程式提

醒。由於衞生大臣賈偉德17日確診，作為密切
接觸者的約翰遜和財相辛偉誠亦收到隔離提醒。
但唐寧街發言人起初表示，約翰遜和辛偉誠將參
加不對公眾開放的試行項目，即以每日進行快速
檢測代替自我隔離。

此言一出，英國民眾和反對黨成員瞬間怒

火中燒。大批民眾紛紛表示，自己將從手機裏刪
除NHS的追蹤程式。工黨影子衞生大臣阿什沃
斯直指，今年以來，有許多學生因自我隔離不得
已耽誤學業，包括NHS在內的大批員工因成為
密切接觸者被迫中斷工作，各地民眾都會對約翰
遜和辛偉誠的 「特殊、獨有規則」 感到沮喪。

受輿論影響，唐寧街發言人三小時後表
示，約翰遜將在鄉間別墅契克斯莊園自我隔離，
而辛偉誠也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自己將退出試行
項目。

醫療系統壓力爆煲
關於推行備受爭議的全面解封計劃，約翰

遜表示，自己是基於對疫苗接種計劃的信心作出
這一決定。根據最新數據，英國已有近88%的
成年人接種完第一針，並有68%完成接種。雖
然當前的疫苗對於預防重症和死亡十分有效，但
防感染的有效率並不是100%。

截至5月底，NHS醫療系統壓力已經爆煲，
等候治療人數達到530萬人，創2007年8月以來
的最高紀錄。政府最新數據顯示，英國13日新
增740人入院治療。

緊急情況科學諮詢小組（SAGE）成員弗格

森表示，全面解封之後，英國每日新增10萬宗
確診病例 「幾乎無法避免」 ，每日新增1000人
入院也 「比較肯定」 。倫敦衞生與熱帶醫學院的
模型分析指出，如果取消80%的防疫措施，英
國下半年將新增16萬住院患者，以及1.9萬人死
亡；如果僅取消20%的防疫措施，兩項數據將
分別為8.2萬及9000。

為挽救經濟放棄防疫
雷丁大學細胞微生物學副教授克拉克表

示，更可怕的是， 「每多一個人感染一次，病毒
變異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認為病毒多次變異後
會顯著削弱疫苗效果。

有分析指，約翰遜政府之所以放棄防疫急
於全面解封，主要是為了挽救經濟。英國國家統
計署（ONS）7月初發布數據顯示，儘管英國5
月進入解封第三階段，但經濟增長未達預期，當
月的經濟增長率僅為0.8%，較4月的2%顯著下
降。而國內生產總值（GDP）仍比疫情發生前
的2020年2月低3.1%。與此同時，受食品和燃
料成本上漲推動，英國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在6
月達到2.5%，為近三年來的最高水平，高於英
格蘭銀行2%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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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民眾4月10日接種新冠疫苗。 美聯社

英格蘭全面解封政策

英國政府頻出抗疫昏招

大公報整理

•2020年3月，英國拒絕頒布社交距
離措施，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
斯稱，英國需要大約60%的人口
感染新冠病毒以獲得 「群體免
疫」

•2020年8月，英國政府實施 「Eat
Out to Help Out」 計劃鼓勵外
出用餐，民眾逢周一至周三外出
用餐，可享5折優惠，最高減免10
英鎊

•2020年12月2日，英國平均每日新
增確診1.5萬宗之際，首相約翰遜
因承諾民眾如常慶祝聖誕節而解
除封城，其後日增病例一度激增
至近7萬宗

4280642806..8686宗宗確
診
數
字
（
宗
）

6969..22%%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來源：Our World in Data、彭博社

佔
比
（
%
）

至少接種一劑疫苗人口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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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遜豪賭 英格蘭今全面解封
不負責任誤導民眾 每日確診恐破10萬宗

•法律不再強制要求民眾佩戴口罩

•取消1米社交距離規定

•不再限制聚會人數

•夜店、體育場以及劇院等場所完
全開放

• 民眾收到英國國民保健署
（NHS）疫情追蹤程式警告後，
仍須自我隔離

•18歲以下及完成疫苗接種人士從
中等疫情風險 「黃色國家」 歸來
後，無須自我隔離

七月的北半球處於盛夏
季節，憋了太久的民眾急於
度假遠行，而美歐國家的政
府也在推波助瀾，試圖塑造
「西方社會正在回歸正常」

的假象。但一些專家警告，西方國家過
早解封和開放，是極不成熟的做法，將
給世界帶來新的災難。

剛剛過去的周末，有關世界疫情的
消息令人不安，英美等國的感染人數大
幅度反彈。7月16日這一天，英國新增確
診超過5萬例。即便如此，英國首相約翰
遜仍宣布將於7月19日重新開放，口罩令
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限制措施一併撤銷。
一些專家直指 「約翰遜的做法既危險又
不負責任」 。同一天，美國染疫人數高
達7.4萬人，創4月份以來的新高。這讓拜
登7月4日國慶節的慶祝活動更顯倉促和
急於求成。一些專家批評道，美國遠未
到慶祝抗疫勝利的時候。

種種跡象表明，世衞組織緊急批准
的幾大類疫苗，只是在防止重症及死亡
率方面具有較好的保護作用，但在防感
染方面，效果並不理想，尤其是面對
Delta變種病毒的入侵，疫苗突破的 「病
毒逃逸」 現象比比皆是。英國衞生大臣
此前雖接種了兩劑疫苗，但仍在周末確
診。不過，帶給世界的好消息是，雖然
在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國家，均出現疫情
反彈的情況，但是在接種者人群當中，
即使感染上病毒，大都表現為輕症或無
症狀。正因為如此，一些專家把此輪疫
情的反彈稱之為 「無接種者的新冠大流
行」 。

雖然抗疫屬於科學範疇，但這一次
新冠大流行期間出現了太多政治凌駕科
學的事情，其反智程度令人咋舌。疫情
發生之初，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為戴
不戴口罩爭論了大半年。而疫情控制稍
有起色的時候，一些共和黨佔主導的州

長們不是一鼓作氣地動員民眾接種疫
苗，而是急於宣布，民眾不必戴口罩及
保持社交距離，對病毒的傳播聽之任
之。一位住在得州的家長無奈之下給州
長寫信，哀求他不要輕易取消口罩令，
以保護尚未成年的孩子，畢竟這些青少
年是無辜的弱勢群體，還未大規模接種
疫苗，讓其暴露在缺乏保護的病毒環境
中，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行為。

Delta病毒迅速成為英美等國的主流
毒株，無異於給樂觀者澆了一盆涼水。
自6月份以來，美國的接種速度明顯放
慢，想打的都打了，剩下的都是不符合
接種條件的人以及疫苗猶豫者。據最新
民調顯示，約有29%的美國人表示不想打
疫苗，其中20%明確表示，無論政府採取
什麼措施，即使像拜登宣布的那樣搞
「挨家挨戶敲門」 戰術，他們都不會加

入到接種大軍之中。
一方面美國民眾接種意願日益低

迷，另一方面美國囤積着大量即將過期
的疫苗，僅密歇根州即將過期的疫苗就
高達五十萬劑，毗鄰的加拿大居民垂涎
三尺，準備闢出專門通道，讓加拿大居
民在國境邊界緊急施打，但美國最後一
刻沒有同意，這意味着能夠救命的疫苗
將被白白浪費掉。

7月16日，拜登將矛頭對準社交媒體
平台臉書（Facebook），認為這類平台
任由疫苗不實信息在網上傳播，簡直是
在 「殺人」 。圍繞着疫苗的種種謊言成
為了 「有組織犯罪行為」 。但在後真相
時代，要想澄清這些謠言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要說服這些人接種疫苗更是難
上加難。

在全球抗疫並不均衡的特別戰場，
各國必須樹立全球一盤棋的意識，否則
只會人為地拉長這場戰役的時間。以時
間換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本應是科
學抗疫的合理邏輯：一邊打疫苗，一邊

保持社交距離及戴上口罩，以最大限度
地減少感染，為更多的人贏得打上疫苗
的寶貴時間，從而為人類戰勝疫情撐起
更多的迴旋空間。

西方國家在新冠大流行時期表現出
的 「路徑依賴」 ，讓西式民主徹底露出
了 「阿克琉斯之踵」 ，在此情勢之下，
西方政客與媒體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要
妖魔化 「威權國家」 ，否則，西方民主
制度的合法性將面臨巨大的危機。

「與病毒共存」 是未來的趨勢，但
不應是當下的優選，尤其是人類對新冠
病毒病理了解有限的情況下，與病毒共
存的想法和做法，其實質是搞 「群體性
免疫」 。由於這條路的代價過
於沉重且極不道德，當然遭到
了中國政府的拋棄。中國抗疫
道路的獨樹一幟讓絕大多數國
家望塵莫及，相信歷史會給出
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英美抗疫急於求成的政治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