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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病毒共存釀惡果 日韓確診創新高
首爾緊急調整防疫政策 擬優先檢測高危群體
難 以 為 繼

▲日，首爾一處新冠檢測中心外排起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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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共同社、
中新社報道：隨着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擴散，韓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
的疫情近日再升溫，兩國單日確診皆創新
高。韓國26日新增逾1.3萬宗確診病例，
這是該國首次單日破萬人染疫，專家預計
下月確診數字恐破3萬。文在寅政府調整
防疫政策，將目標定為 「減少重症和死
亡」，長者和等高危群體優先接受核酸檢
測。日本同日新增逾7萬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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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與病毒共存時序
2021年
1月26日
•全民疫苗完
成接種率達
70% ， 韓 國
啟動 「與病
毒共存」 ，
大幅放寬防
疫 管 控 措
施，然而僅
一周疫情就
迅速反彈。

12月16日
•新增確診病
例 達 7000 多
宗高峰、重
症 患 者 激
增，政府叫
停 「與病毒
共存」 收緊
防疫措施，
總統文在寅
道歉。

日韓近期疫情走勢

韓國政府26日公布過去24小時新
增13012宗確診病例，較前一日的8571宗驟增。
（七天平均新增確診個案）
2022年
這也是該國自疫情蔓延以來首度出現單日破萬人染疫，
2000
連續兩天刷新單日新增最高紀錄。韓國國務總理金富
1月14日
1月26日
韓國
2021
謙當天在防疫工作會議上表示，Omicron毒株成為韓
• Omicron 變
•新增1.3萬宗確診
11月1日
國主流病毒株短短幾天後，單日確診病例就超過1.3
1000
種病毒肆
個案打破紀錄，
萬宗，顯示疫情已經進入迅速擴散階段。政府剛於24
虐，官員宣
政府宣布2月3日
日宣布，在前一周新增確診中，Omicron個案佔比超
布將更嚴格
起全面實施新冠
0
過50%。
社交距離規
診治新體系，主
定延長三
周，包括餐
廳和酒吧晚
間 9 時 宵
禁。

要為感染風險高
的人士進行核酸
檢測，目標是令
重症病人和死亡
人數減少。
來源：韓聯社

美國男子未打針 痛失心臟移植資格
【大公報訊】據BBC報道：美國波士
頓 一 名 31 歲 男 子 弗 格 森 （DJ
Ferguson）因心臟病惡化正輪候心臟移
植手術，但他因拒絕接種新冠疫苗，被醫
院移出輪候名單。院方表示，相關要求旨
在提高患者術後的存活率。
弗格森患有遺傳心臟病，並引發心包
積液和肺積水，自去年11月底以來一直在
波士頓布里格姆婦女醫院住院治療，目前
生命垂危亟需心臟移植。他原本在器官移
植輪候名單第一順位，但因未接種新冠疫
苗被醫院除名。弗格森稱，自己擔憂疫苗
恐引發心肌炎令病情惡化。父親大衛表
示，兒子 「不相信新冠疫苗」 。弗格森育
有兩個孩子，第三個子女也即將出生。家
人曾考慮轉院，但他身體太虛弱難以移
動。
布里格姆婦女醫院在聲明中表示，全
美所有器官移植手術，都會要求患者接種
新冠疫苗。據統計，接受移植者若染疫，

▲弗格森心臟病惡化，因未
接種新冠疫苗無法接受心臟
移植手術。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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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防疫部門需加快決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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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Our World in Data

韓國即將迎來春節假期，人員流動
和聚會勢增。《中央日報》援引專家
預測稱，韓境內下月中旬單日新
增確診者可達2.7萬至3.68萬
人，下月末將增至7.95萬至
12.22萬人。總統文在寅強
調，防疫部門需要加快決策
速 度 ， 快 速 抗 擊
Omicron，這關乎 「韓式
防疫」 的成敗。

死亡率超過20%。院方指，當前輪候名單
上有10萬名患者，其中大多數人5年內都
韓國自去年11月1日宣布啟動 「與病毒共存」 政
等不到移植手術， 「鑒於可用器官短
策，逐步放寬防疫限制，其後確診和住院數字雙雙反
缺，我們盡一切努力確保接受移植的
彈；到了12月中旬每日新增病例升至7000多宗， 「與
患者擁有最大的生存機會。」
病毒共存」 歷時45天被緊急叫停，社交聚會人數重
▲美國第三批軍援25日晚抵達基輔。
美聯社
另外，美國藥廠輝瑞與德國
新縮至4人。雖然疫情其後稍緩，但Omicron令防疫
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周二宣
再度破功，當局決定改變防疫策略、調整醫療體系應
布，針對Omicron變種病毒
對危機。
研發的疫苗已啟動臨床試
金富謙26日說： 「從現在起，我們應對疫情的
驗，將招募逾1400名18
主要目標將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病例。」 他同時宣布啟
【大公報訊】綜合路
攻」。近日美英開始撤離駐烏克蘭使館人員，引起
至55歲志願者，測試
用新冠檢測和治療新體系，由社區醫院分擔公共衞生
透社、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
烏方不滿，並批評美國「反應過度」。
疫苗的安全性、耐受
中心的壓力。60歲以上或有基礎疾病等高風險群體
道：烏克蘭防長列茲尼科夫
為緩和局勢，美國和北約25日均表態不會
性及免疫反應。但
優先接受核酸檢測，而低風險群體在地方診所接受快
25日證實，第三批來自美國的
向烏克蘭派遣作戰部隊。北約秘書長托爾滕貝
由於監管機構要
速抗原檢測，若結果呈陽性再接受核酸檢測。新方案
武器，包括 「標槍」 反坦克導彈
格接受CNN採訪時透露，北約將在本周向俄方
求的數據量
在Omicron病例激增的光州等4地試點，本月29日擴
和發射器等已於當日運抵基輔。美
遞交一份書面提案，以 「坐下來與俄羅斯討論
大，疫苗或
大至全國範圍，2月3日起431處診所和醫院將提供快
國總統拜登同日揚言，若俄羅斯 「入
與歐洲安全相關的問題」 ，但他堅稱 「不會在
無法如期
速抗原檢測。
侵烏克蘭」 ，華府將考慮制裁俄總統普
核心原則上妥協」 。去年12月，俄羅斯向美國
在3月上
不過有批評聲音指出，新體系詳細指導方針模
京。
及北約提交了兩份安全協定草案，提出要北約
市。
糊、地方人力短缺且醫療設備不足，社區醫院落實有
烏克蘭已於21日和23日接收了兩批美
承諾不進一步擴張等安全要求。
難度。部分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的生產商也未準備好
國軍援，300套美製 「標槍」 反坦克導彈25日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25日受訪時，對是否
應對需求激增，局勢恐亂上加亂。
運抵基輔，包括發射器和導彈，總重量約80
會對普京實施制裁給出肯定答覆。俄總統新聞
噸，第四批軍援預計亦會迅速運抵。
秘書佩斯科夫26日回應稱，制裁對緩和局勢適
日本憂「隱形Omicron」疫情擴大
美國一直聲稱俄軍在烏克蘭邊境大舉集結，隨
得其反，具有政治破壞性，但 「並不令人痛
日本也籠罩在以Omicron變種病毒株為主的疫情
時可能 「全面入侵」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26日稱，俄
苦」 。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資產和銀行賬戶等，
陰影中，26日該國單日新增71633宗確診病例，首次
烏邊境的俄軍雖構成威脅，但「不足以發動大規模進
俄羅斯法律禁止官員在國外擁有資產。
突破7萬，連續兩日創新高。厚生勞動省統計，截至
24日的一周內，日本發生883起集體感染，較此前一
周激增2倍以上，學校、保育所等地集體感染情況尤
為嚴重。截至26日，日本已發現27宗 「隱形版
Omicron」 BA.2感染個案，引發警惕。BA.2至少在
40國家及地區現蹤，世衞組織25日發出警告，籲各
國加強監控。
日本政府決定自27日起，將北海道、大阪府、
據天文學家格雷觀測，這個4噸重的 「太
【大公報訊】綜合
京都府等18個地區納入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實
空垃圾」 將於3月4日，以約2.58公里／秒的
《衛報》、《每日快報》報
施地區，持續至2月20日，令該措施適用
速度與月球遠端相撞，該處十分接近月球赤
道：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地區增至34個都道府縣。共同社報道，
道。哈佛─史密森天體物理學中心學者麥克
SpaceX的 「獵鷹九號」 火箭在
中央政府否定全國 「一刀切」 而尋
道爾也透過推特證實此消息。格雷說： 「這
2015年發射升空，在太空中 「無
求 「尊重地方意願」 ，力求避
堆太空垃圾可能有點棘手。」 格雷補充說，
序飄盪」 7年後，預計今年3月4日
免力度更強的 「緊急狀態
理論上，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近月軌道上的
將與月球相撞，SpaceX創辦人馬斯
令」 。但日本傳染病教授
物體要麼會撞上地球，要麼會撞上月球，要
克也因此受到尖銳批評。
松本哲哉警告，當前是以
麼會通過經月球獲得能量，然後被拋射到繞
2015年2月，SpaceX在美國佛羅里
全國為對象發布緊急狀態
太陽運行的軌道上。
達州發射一架獵鷹九號運載火箭，將美國
以緩和疫情曲線的重要時
馬斯克一直以來因不計後果地發射衛星
國家海洋和大氣總署（NOAA）的深空氣候
期，若錯失防疫窗口，日
而廣受批評，他的 「星鏈」 計劃早期失效率
觀測站運送至拉格朗日點，任務完成後由於高
本單日確診恐突破10萬
一度高達5%，留下了不少巨型太空垃圾。有
度限制，獵鷹九號無法利用剩餘燃料返回地球大
宗。
網友表示： 「我們讓他的破車上路已經夠糟 ▲SpaceX 「獵鷹九號」 火箭2015年2月發射
氣層或脫離月球引力，從此開始在太空中無序飄

美300套標槍導彈抵烏

SpaceX火箭飄盪七年 三月恐撞上月球

盪。

糕的了，現在他還得在月球上亂扔垃圾。」

升空。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