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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新聞周
刊》、路透社報道：美國多個州近期新冠感染和住
院率攀升，加上新超級變種Omicron來勢洶洶，紐
約州州長霍楚26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全州自12
月3日起進入 「災難緊急狀態」 ，同時敦促民眾盡
快接種疫苗及補打加強劑。另外，全美接種率最高
的五個州亦出現疫情反撲，政府官員及專家呼籲應
盡早接種加強劑，以獲得 「實質性」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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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周末最具爆炸性的新聞，莫過
於在南部非洲發現了新的變種病毒，世
界衞生組織以希臘第15個字母Omicron
（奧密克戎）加以命名。

今年初在印度發現的Delta（德爾
塔）變種病毒，其刺突蛋白出現15個點
位的突變，而奧密克戎則出現至少32個
點位的突變，這是前所未有的變化。據
傳染病專家的初步判斷，奧密克戎的傳
染性或比德爾塔病毒更強，但是否出現
「疫苗突破」 則需要幾個星期的研究。

按理說，新冠病毒傳染性愈強，其
毒性應愈低，致死率也隨之大幅度下
降，如果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或許人類
將提前進入 「後新冠時代」 。當然這種
看法目前還只是一種猜測。科學家們最
為擔心的是，在世界愛滋病高發地區，
一旦奧密克戎病毒的毒性並沒有降低，
且更具傳染性，並實現大規模的 「疫苗
突破」 ，會讓世界釀成更大的災難。更
糟糕的是，這個病毒初步顯示具有很強

的耐藥性，無疑增加了研究的複雜性。
而將32個突變點位涵蓋到新的疫苗試劑
當中，則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測試，這其
中的變數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世界談 「毒」 色變。英、美、加、
歐盟，以及亞洲等幾十個國家紛紛宣布
對南部非洲八國禁航。全球股市上演了
「黑色星期五」 ，亞太股市率先大跌，

歐洲股市緊隨其後，英、法、德三大股
指分別下跌3.64%、4.75%和4.15%。
道瓊斯指數下跌2.5%，是本年度指數跌
幅最大的一次；全球2022年1月石油期貨
價格每桶大跌11%以上。

南非衞生部高級官員抱怨，世界對
新冠變異株的反應非常不合理，南非不
應因為公布了奧密克戎變種病毒而遭受
額外的懲罰。一些專家指出，南非的疫
苗接種率只有全國人口的20%多，國際
社會的正確態度當是立即向南部非洲大
量援助疫苗及醫療物資，以防止變異病
毒的進一步蔓延。

南非的抱怨讓中國感同身受，畢竟
新冠病毒是大自然演化的結果，在哪裏
爆發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搞地域歧視不
利於建立抗疫全球統一戰線。正因為如

此，世界衞生組織今年初將英國變種
（阿爾法）、印度變種（德爾塔）以及
這次南非報告的新變種（奧密克戎）以
希臘字母編號，也是出於杜絕地域歧視
的考慮。中國是報告新冠病毒的第一
國，長期遭到美國等國不公正對待。雖
然拜登上台以後，不再把新冠病毒稱為
中國病毒或功夫病毒，但在病毒溯源政
治化這一問題上，並不比特朗普時期好
多少。

新冠病毒不斷變異，讓人類的應對
捉襟見肘。過去未去，未來已來，德爾
塔尚未離去，奧密克戎接踵而至。德爾
塔在折磨完印度之後，當下正對歐洲及
拉美地區形成新一輪的打擊。這幾天，
歐洲每天死亡人數高達4200多人，是9月
底以來的兩倍，迫使奧地利等幾個國家
被迫再次封城。而前期被歐洲視為抗疫
模範生的德國，死亡人數本周末也已突
破10萬，讓即將上任的新總理朔爾茨面
臨巨大挑戰。而拉美的玻利維亞、智
利、厄瓜多爾等國的病例也至少上升
30%。

美國這幾天還沉浸在感恩節的節日
氣氛中，乘坐航班的人數已經恢復到

2019年的水平。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講話
稱，美國已經回來！美國人似乎過起了
正常生活。可實際情況是，美國每天檢
測的感染人數超過10萬，死亡人數仍在
1000人以上。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 「不
在乎」 ，他們假裝新冠病毒已不存在，
不過換句話說，即便在乎了，又能怎
樣？整天把自由掛在嘴上的美國，戴口
罩強制不了，打疫苗強制不了。今天拜
登政府發布一個強制令，明天就有人起
訴，法官緊接着就會出台禁制令，讓拜
登的行政令淪為一張廢紙。2024年美國
總統有力競爭者、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
蒂斯，為了迎合保守選民的需要，嚴厲
處罰了那些強制執行口罩令和打疫苗的
公務人員。他的邏輯是，誰都知道疫苗
有效，但那是人們的自願選擇，絕對不
能搞強制。德桑蒂斯的邏輯在保守主義
佔主導的州很有市場，正因為如此，拜
登雖苦口婆心，但仍有30%的人口拒絕
打疫苗。美國大多數人也只能由着這些
不接種者自由出入公共場所。由於美國
沒有強制檢測一說，更不鼓勵輕症或無
症狀感染者進行檢測，所以，每天美國
有10萬人感染新冠的統計數字只是看看

好了，實際情況遠比這個數字要大得
多。

對新冠病毒實行零容忍並得以貫徹
執行的，世界上只有中國一家，其餘國
家雖有心、但無力。即使有的國家推行
了一段時間的清零政策，但最終不了了
之，包括新西蘭、澳洲和新加坡，最後
被迫走上與病毒共存的道路。而美國早
已 「佛系抗疫」 。

至於新冠疫苗什麼時候會結束？霍
普金斯大學的衞生專家給出了參考答
案：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冠疫情不可能
結束，但是人們不再關心，或者關心的
人少了，則意味着 「大流行」 即翻過這
一頁。一些專家指出，今後人們的關注
焦點有可能放在住院率方面，而不是感
染人數的多少。能否與病毒共存，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美國正給全世界做 「示範」 ，這個
感恩節，美國人的出行不再視新冠流行
為主要障礙。新冠的存在成為這個時代
的背景牆，牆上貼着五百萬逝者的照
片。這個代價過於慘烈，對於秉持人民
生命至上的國家和政府來說，很難想像
會輕易邁出這一步。

新冠新變種再次考驗與病毒共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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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缺貨潮恐持續至聖誕
【大公報訊】綜合《華

盛頓郵報》、BBC報道：美
國假期季購物潮自感恩節周末開

啟，但疫下供應鏈混亂，許多商品缺
貨、物價齊漲，往年熱鬧景象不再。業界

預計，感恩節缺貨潮恐延續至聖誕。
美國 「黑色星期五」 購物節當地26日開始，許多

大型購物中心凌晨五點就提前開門迎客，但前往實體
店搶購的人數比往年少了許多。路透社指出，部分民眾出於
疫情憂慮選擇網購，同時受全球供應鏈短缺影響，許多商品
缺貨，商家促銷的力度也比往年小，令消費者失去購物慾。

業界預計，缺貨潮可能將延續至聖誕，其中包括許多家

庭必購的聖誕樹。美國聖誕樹協會的執行董事華納預測，聖
誕樹價格將比去年上漲10%到30%，她敦促消費者盡早購
物，否則 「你的樹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樹」 。美國人造聖誕樹
批發商National Tree表示，從中國南部經巴拿馬運河抵達紐
約的交貨時間，由疫情前的3周增至8周。美國近80%家庭往
年購買人造樹，即使尋求活樹，在冷杉主要種植地太平洋西
北地區，今夏高溫酷熱導致一成樹木枯死，加上運輸成本增
加、市場供不應求，價格也將比往年高出不少。

另外，由於卡車司機短缺、成本上升及供應鏈混亂情
況，英國聖誕節恐陷 「酒荒」 。49家酒企致信英國交通大臣
夏博思，警告除非政府採取緊急措施，否則業界將會面對更
加混亂的交付情況。

紐約州的緊急狀態將從12
月3日起生效，持續至2022年1
月15日，屆時將依據最新情況
進行評估。這也令紐約成為全
美今冬首個因疫情進入緊急狀
態的州份。 「災難緊急狀態」
令旨在擴大紐約州的醫院容
量，若醫院剩餘床位不足
10%，該州允許衞生部門限制
非必要和非緊急醫院程序，並
將對患者進行篩查及入院限
制，以便為最危急的病人留出
床位。同時，州長將獲得更大
權力，下令實施緊急防疫措施
時毋須經州議會批准，州內也
能更快獲得關鍵物資。

醫院擴容備戰新超級變種
霍楚表示，新冠病毒現時

在紐約傳播的速度，是自2020
年4月以來前所未見；過去一個
月內，因新冠入院的病例驟
增，每天超過300宗。因此全州
須採取一致措施確保醫院容
量。州長令是在世衞組織
（WHO） 將 新 變 種 毒 株
Omicron列為 「需要關注」 變
種後的數小時發布。霍楚稱，
正與美國疾控中心（CDC）合
作密切關注事態發展，雖然州
內尚未出現病例，但Omicron
即將殺到。

霍楚敦促民眾繼續恪守防
疫規範，包括在室內公共場所
戴口罩、定時進行核酸檢測及
身體不適時在家休養。她強
調，疫苗仍是人類抗擊新冠大
流行的最強大武器之一， 「我
鼓勵每個紐約人都接種疫苗，
如果你完全接種了疫苗，就可
以接種加強劑。」 據CDC數
據，紐約州2000萬人口中有
77.5%接種至少一劑疫苗，18
歲以上群體中這一比例為
90.3%。

全美單日確診升至10萬宗
當前，美國每日確診數回

升至逾10萬宗，較兩周前增加
近三成。Politico報道，儘管美
國近七成人接種了至少一劑疫
苗，住院率也從9月份的高點降
下來，但很多州疫情並不樂
觀，未來幾周有反彈風險。

美國《新聞周刊》25日指
出，在全美接種疫苗最多的五
個州：佛蒙特州、羅德島州、
緬因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
塞州， 「突破感染」 病例越來
越多。完成接種人口佔比71%
的馬薩諸塞州，過去14天中平
均每日新增2800多宗病例，增
幅達81%；完成接種率72%的
康涅狄格州，日均確診由300多
宗躍升至750宗，暴增120%。
美國汽車協會（AAA）預測，
在感恩節假期期間，多達4800
萬人前往離家至少50英里的地
方與家人團聚，疫情勢進一步
惡化。

專家認為，疫情反彈是因
為Delta變種病毒容易傳播，且
天氣轉冷後人們在室內的時間
更長。這也與民眾接種疫苗一
段時間後體內抗體水平下降有
關。傳染病專家福奇23日表
示，有數據顯示加強劑會為民
眾提供額外 「實質性」 保護，
「絕大多數」 已經完成接種的

美國人如今都應接種。福奇續
稱，來自以色列及其他國家的
研究證實，新冠疫苗保護力會
隨時間減弱，且有新證據顯
示，效用減弱情況會發生在所
有年輕層人群中。

目前，美國約十分之一人
口已接種加強劑。福奇還補充
說，美國當前視接種兩劑
mRNA疫苗或一劑強生疫苗為
「完全接種」 ，相信這一

標準將改變，未來接種
加強劑才算完
全接種。

美黑五購物日兩商場傳槍響
【大公報訊】綜合CNN、路透社

報道：美國槍支氾濫久病難醫。26日，
美國兩家商場在 「黑色星期五」 購物日
到來之際發生槍擊案，引發民眾恐慌。
小型武器調查組織（SAS）日前發布報
告，指出美國人均擁槍數達到1.2支，
位列世界第一。

北卡羅來納州杜倫市警長安德魯斯
26日表示，有兩個團夥在當地一座商場
交火，導致3人被流彈擊中，另有3人在
混亂中受傷，其中一名受槍傷者年僅10
歲。此案發生前不久，華盛頓州一名男
子涉在沃爾瑪商場偷竊商品被攔下，他
隨即掏槍企圖反抗，被商場安保開槍射

傷後逃離，後於家中被捕。
SAS研究人員估計，美

國民眾總計擁有3.93億支民用
槍支，約佔全球民用槍支總量的
46%。根據去年10月蓋洛普一
項調查，全美約三分之一居民有槍，約
44%成年人生活在擁有槍支的家庭中。

多項研究表明，在槍支管制寬鬆的
地區，槍擊案件往往更頻繁，包括自
殺、他殺和意外傷害。2019年，美國
每10萬人中有4人死於槍支暴力，是其
他發達國家平均值的18倍；美國該年利
用槍支自殺的人數佔全球44%。

美國的槍支氾濫也令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等地區的槍支暴力加劇。今
年2月，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
援引墨西哥政府消息指
出，每年約有20萬
支槍從美國運
往墨西哥
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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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變種殺到 紐約州宣布緊急狀態
入冬後全美確診激增 專家促盡快接種加強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