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3
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達芬尼 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國際

南 非 於 11 月 25 日 宣 布 發 現
Omicron，該毒株來自11月8日在南非
人口最多的豪登省採集的樣本。12月1
日，南非新增8561宗新冠確診病例，
較前一天增加95.8%，較前一周猛增
571.5%，豪登省省長馬庫拉呼籲未接
種疫苗的人立即打針，該省約1600萬
人口中至少一半人沒有接種疫苗。

南非在11月上旬已經進入低傳播
期，7天平均單日錄得確診人數大約在
200人左右，但在11月中開始出現病
例暴增的現象。NICD專家格羅姆周三
表示，這兩周病例數 「以指數級增
長」 ，周三病毒檢測的陽性率從前一
天的10.2%躍升至16.5%，而上周三
的這一數字僅為3.6%。高陽性率意味
着許多確診病例沒有被發現。世衞組
織區域病毒學家古梅德─莫雷西警
告，接下來一周南非單日確診人數
「很可能繼續翻倍甚至激增三倍之
多。」

若長者中招恐成重症
格羅姆稱，暫時還不清楚南非感

染率的上升是 「由於Omicron的傳播
性增強還是因為該變種能突破疫苗保
護。」 世衞組織流行病學家范克爾克
霍夫提醒， 「監測偏差」 可能會讓大
眾低估Omicron的嚴重性，因為到目
前為止，該變種的確診病例多為年輕
人。科學家目前手上掌握的數據仍然
非常有限，目前斷言Omicron只會導
致輕症，仍言之過早。一旦病毒大範
圍擴散，更多長者和脆弱人群染疫，
可能成為重症患者。

流行病學數據顯示，Omicron能
夠逃脫一些免疫保護，但現有的疫苗
仍然能夠預防重症和死亡。然而，南
非約6000萬人口中目前只有不到25%
的人口完成接種，情況不容樂觀。
Omicron重災區、南非人口最多的豪

登省省長馬庫拉2
日表示，迄今為
止，已接種疫苗
的人即使感染
Omicron， 症 狀 相
對溫和，入院人數也不
是很多。 「人們需要接種疫苗，南非
並不缺疫苗。」 他還表示，如果疫苗
接種率沒有提高，就必須考慮強制接
種。專家預計，豪登省疫情仍未見
頂，將在兩至三周內迎來感染高峰，
每天新增約45000宗病例。

挪威恐爆50人群聚感染
雖然多國已迅速對非洲南部國家

實施入境限制，但Omicron已蔓延至
全球近30個國家和地區。挪威首都奧
斯陸2日確診該國第三名Omicron患
者，由於該患者此前參加了公司的聖
誕聚會，可能引發約50人的群聚感
染。新加坡2日初步確診兩名Omicron
患者，兩人都已完成接種，出現咳嗽
及喉嚨發癢等輕微症狀。

法國2日通報本土首宗Omicron確
診病例，是一位從尼日利亞回國且未
接種疫苗的男性。法國政府科學顧問
戴佛西周四表示，Omicron變種可能
在1月底前取代Delta，成為法國的主
導毒株。他重申，完成接種疫苗和打
第三針是對抗疫情的關鍵武器。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日警告，
全球來看，疫苗覆蓋率和病毒檢測率
皆低的 「危險組合」 ，將催生和強化
新的變種病毒。 「我們必須善用目前
用於防止Delta擴散並且拯救生命的各
項工具。如果我們能做到，也將能遏
止Omicron傳播。 」 世衞表示，
Omicron傳染力是否更高，是否會造
成更多重症，以及現有治療方式和疫
苗是否仍有效，還需要數周時間進行
研究。

【 大 公 報 訊 】 綜 合 路 透 社 、
CNN、《衛報》報道：Omicron變種
病毒在南非首次發現後不到四周，就在
當地的新冠病例中佔據主
導地位，專家指其可能很
快成為南非主流變種病
毒。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
所（NICD）1日表示，目
前全國九個省中，五個省已經發現
Omicron個案；南非11月完成測序的
249 個 病 毒 基 因 組 中 ， 有 74% 是
Omicron毒株。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同日警告，全球疫苗覆蓋率和病
毒檢測率皆低的 「危險組
合」，將催生和強化新的
變種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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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宗

美現兩宗美現兩宗OmicronOmicron病例病例 專家稱或有遺漏專家稱或有遺漏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

美聯社報道：Omicron變種病毒攻入美
國，加州和明尼蘇達州相繼通報出現確
診病例。有衞生專家擔心，美國鬆散的
病毒檢測或許已經遺漏了一大批感染
者。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
長福奇12月1日在白宮表示，加州出現
首例Omicron變種感染病例。該患者11

月22日從南非回到美國，11月29日檢
測呈陽性，後確診為感染Omicron，目
前症狀輕微。患者已完成疫苗接種，但
尚未接種加強針。

明尼蘇達州衞生官員2日表示，一
名居住在該州的男子感染Omicron。該
患者11月22日首次出現輕微症狀，此前
他曾前往紐約市參加動漫大會，恐大範
圍播毒。

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醫學系主任瓦
赫特1日稱： 「很驚訝花了這麼長時
間，才出現第一宗病例。今天是在加
州，明天就會是其他幾個州。」 加州公
共衞生部前高級官員迪安稱，她毫不懷
疑美國境內已存在更多Omicron病例，
「基於國際旅行等因素粗略計算了一
下，我猜測美國可能已有2000例病
例。」

來

勢

洶

洶

新變種恐已殺入社區 韓防疫難上加難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

共同社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2日表示，韓國已發現六宗
Omicron病例。但由於這些病例
在確診前接觸過其他人，預計新
增 病 例 數 恐 進 一 步 增 加 ，
Omicron有可能已開始在社區傳
播。韓國1日新增確診病例5266
例，再創新高。

韓防疫部門1日公布，上月24
日自尼日利亞入境的一對夫婦和
一名友人，以及於23日自尼日利
亞入境的兩名女性確診感染
Omicron。該對夫婦的兒子2日也確
診，累計感染新毒株的病例增至六例。
從3日至16日，所有入境韓國人士不分

國籍和是否完成接種，都必須隔離10
天，嚴防Omicron輸入。

日本周三要求航空公司停售本月所

有入境日本的機票，以配合日本
收緊入境人數至每日最多3500
人，除非已預訂機票，否則身處
海外的日本公民亦不能回國，有
關決定引起民眾不滿。日本政府2
日撤銷有關決定，首相岸田文雄
承認相關措施造成信息混亂。

日本8月中單日新增逾2.5萬
宗確診病例，創疫情以來新高，
但之後呈斷崖式下跌。12月1
日，日本全國新增確診病例121
例。專家認為，日本疫情趨緩最
重要的原因是疫苗接種率上升，

迄今約78%人口完成接種，大幅控制疫
情惡化。此外，與歐美不同，日本人傾
向接受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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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裝的乘客1日抵達韓國仁川機場。 美聯社

大公報整理大公報整理

▶乘客1日經過洛杉磯
國際機場內的檢測中
心。 法新社

▲民眾1日在法國馬賽一家疫苗接種
點排隊。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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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南非74%病例 Omicron勢成主流毒株
全球接種檢測雙低 世衞警告危險組合

◀◀大批民眾大批民眾11日在南日在南
非約翰內斯堡一間醫非約翰內斯堡一間醫
院等候接種疫苗院等候接種疫苗。。

美聯社美聯社

奧密克戎（Omicron）新變種的出
現，讓世界如臨大敵。由於此病毒比德
爾塔（Delta）變種多了至少32點位的突
變，一些國家紛紛宣布收緊入境政策，
限制非洲南部多國的航班，日本甚至還
宣布再次關閉國門。雖然此舉遭到南非
及世界衞生組織的強烈批評，認為第一
個報告病毒變種的國家不應受到懲罰，
更何況向南非關閉國門並不能解決病毒
傳播的問題。但是，世界已承受不起
「另一個德爾塔」 的打擊，各國寧願關
上半個大門，爭取寶貴時間進一步研究
奧密克戎，從而為應對新變種尋找新的
對策。

截至12月2日，全球六大洲均已被奧
密克戎攻破。12月1日，巴西失守，宣布
拉美告破；12月2日美國發現第一例奧密
克戎；加上此前英、德、法、葡、加、
日、韓、澳、以等國均已出現該變種，
或已在社區傳播。至此，世界主要經濟
體都籠罩在奧密克戎的陰影之中。

從感染病例較多的南非情況看，奧
密克戎傳播速度驚人。這幾天，南非報
告的感染病例急增，到本周末，南非每
日新增病例或超過1萬。南非國家傳染病
研究所透露，從11月份對新冠病毒樣本
中的抽樣檢測發現，約74%為奧密克戎
病毒。一些專家預測，奧密克戎正取代
德爾塔成為南非的主流病毒。不過，令
人欣慰的是，到目前為止，這些患者中
大多表現為輕症，甚至連嗅覺和味覺都
沒有喪失。難怪德國傳染病專家勞德巴
赫把奧密克戎形容為上帝送來的 「聖誕
禮物」 ，是 「天然的疫苗」 。當然，這
種觀點被質疑過於樂觀，特別是在底數
不清的情況下，散布這種觀點無助於全
球抗疫。畢竟，能在全球旅行的是身體
健康者，且大都為年輕人。更何況，自
新冠疫情出現以來，大多數年輕人的表
現特徵就是輕症，所以奧密克戎感染者
整體為輕症的說法還需要現實世界的進
一步檢驗。

與2020年之初相比，人類對新冠病
毒的認識已經前進了一大步，新冠出現
大的變異已有13次，而新冠的第14次大
變異大概率是在免疫力較為低下的人士

（諸如愛滋病患者）身上演變而來。非
洲南部是世界愛滋病高發地區，博茨瓦
納的愛滋病發病率高達人口的20%，南
非也是重災區，正因為如此，南非的病
毒檢測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南非因
之成為第一個向世界衞生組織報告奧密
克戎變異株的國家。

奧密克戎攻破全球各大洲並不讓人
意外，許多國家的病毒檢測形同虛設。
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已經走上了 「與病
毒共存」 的道路，尤其是年輕人，只是
把新冠視同一次重流感。美國總統拜登
和美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此前多次
放話，稱美國出現奧密克戎是早晚的
事。美國前幾天還在放感恩節大假，病
毒檢測機構根本不上班，所以 「奧密克
戎暫時不存在」 。

在南非11月24日正式通報之前，荷
蘭在11月19日的患者樣本中檢測到奧密
克戎。可見，這個新變種早已悄悄潛入
多國。香港在11月25日攔截到第一宗奧
密克戎，至12月1日為止，香港共攔截了
四名患者，其中第四例感染者在香港轉
機，因簽證問題在機場候機廳滯留四
天，吃喝拉撒都就地解決，難免有不少

密切接觸者，這些密接者中會不會因此
出現繼發感染病例，直接關係到下一步
的通關安排。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
如何做好空中和海上攔截，在 「外防輸
入」 方面，真正讓機場和碼頭工作人員
閉環運行，考驗着香港執政團隊 「非常
態下」 的管理水平。只有管住海、空，
與內陸的通關才能保住臨門一腳不會踢
偏，也才能確保一旦通關不會動輒出現
「熔斷」 的情形。

香港地區和南非的情況有一些相似
之處，即不存在疫苗短缺問題。但個別
無良媒體整天宣揚 「疫苗無用論」 和
「疫苗有害論」 。香港長者怕死，但更
怕被疫苗打死，所以老年人的接種率只
有20%多；南非是非洲的發達國家，疫
苗相對充足，但是國民的整體接種率只
有24%。南非還把12月的疫苗訂單推遲
到明年初交貨，理由是現有的疫苗還沒
用完，可見 「疫苗陰謀論」 對非洲這個
國家毒害之深。

從各國奧密克戎患者的旅行軌跡
看，除了南非之外，尼日利亞也是重要
的傳播源。尼國人口近2億，接種率低到
可憐的2%。如何讓尼日利亞這類國家盡

快接種上足量疫苗，是國際社會必須立
即回答的問題。美國號稱世界的領袖，
這幾天忙着準備什麼 「世界民主峰
會」 ，拜登更應開的是全球治理峰會或
防範新冠疫情峰會。所以美國一半以上
的人抱怨 「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也
就見怪不怪了。

由於香港較早攔截了奧密克戎，香
港大學已經成功分離出了奧密克戎變異
毒株並進行了提純，這為下一階段的疫
苗研發提供了基礎。此前，輝瑞公司和
莫德納公司均表示，這個疫苗的研發時
間至少需要100天，這又是一次病毒與時
間賽跑的較量。

奧密克戎是不是今年的 「聖誕禮
物」 姑且不論，其實全球科學家們已經
在去年就給我們送了大禮，在短短的10
個月就研製出了新冠疫苗，這是醫學界
的奇跡。令人遺憾的是，許多人並不珍
惜。雖然疫苗突破的案例屢見不鮮，也
間接證明疫苗不是萬能的，但不接種是
萬萬不能的，至少它可以預防重症和死
亡。既然「上帝」已經給我們一次機會，
為什麼不坦然接受「人工疫苗」這份禮
物、還在坐等什麼「天然疫苗」的奇跡？

Omicron是上帝送來的聖誕禮物嗎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