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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擬閉門傳遞聖火
全國單日確診逾3400

雖然全球各地都已經開始接種新冠疫苗，但不少國家接種緩慢，加

上傳染力更強的變種病毒肆虐，令多地確診及死亡數字近期都屢創新

高，全球新一波疫情似乎已經「殺到埋身」。這波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分別是全球確診第二及第三多的巴西和印度，其中印度昨日錄得11.5

萬宗疫情以來的最高單日確診，巴西前日則首次錄得超過4,000人死

亡，當地科學家更警告，巴西累計死亡人數很快可能超越死了55萬人

的美國，形容這是「生物版福島核災」。

巴西接種慢 疫歿恐超美
近期全球每日新冠肺炎死亡個案中，
近1/4都是來自巴西，當地從2月起每周
單日平均死亡人數都不斷創新高，上周
每日平均多達2,757人死亡。美國華盛頓
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的模型預
計，巴西最快下周便會打破美國1月疫情
高峰期、每周日均3,285人死亡的紀錄。
在美國杜克大學擔任教授的巴西醫生
尼科萊利斯形容，巴西疫情就有如核反
應堆發生連鎖反應，並且已經失控，是
「生物版福島核災」。巴西全國27個州
份中，已有 18 個州的深切治療部
（ICU）使用率超過90%，多州缺乏氧
氣等醫療物資，不過部分州政府卻急於
重開校園並重啟經濟，甚至在復活節開
放宗教場所，巴西財長格德斯前日更聲
稱，在「大規模接種」計劃下，經濟有
望在兩三個月內重回正軌。
然而巴西接種疫苗進度實則非常緩
慢，至今只有10%成年人口接種第一
針，打兩針者更不足3%。巴西健康政策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拉戈便痛批總統博爾

索納羅抗疫不力，解封或會令死亡人數
繼續增加。
印度疫情同樣嚴重，昨日單日確診逾
11.5萬宗，是本周內第二次超過10萬
宗，更較兩個月前的低位急增12倍，累
計1,280萬人確診，16.6萬人死亡。當地
爆發新一波疫情緣於國民漠視防疫指
引，持續參加大型宗教聚會、婚禮和板
球比賽等，而且作為全球最大疫苗生產
國，印度疫苗接種率仍然偏低，13.5億人
口中至今只有7,400萬人接種至少一劑。

阿根廷停墨國巴西智利航班
阿根廷亦爆發第二波疫情，前日單

日新增20,870宗確診，單日首
次超過2萬宗，創疫情爆發以
來新高。衞生部長比索蒂
表示，第二波疫情在阿
根廷「已經成為事
實」。阿根廷已暫停
所有往返墨西哥、巴
西和智利的航班，並
大幅削減其餘國際航
班。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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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一波疫情殺埋身

美國青少年感染新冠肺炎個案近日持續增加，截至上周
四的一周內，全美錄得逾6.3萬宗年輕人確診個案，佔整
體確診病例18%，當中許多患者是感染英國變種病毒。疾
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及多名醫學專
家均指出，青少年在體育賽事或課外活動中密切接觸，或
導致疫情大規模擴散。
明尼蘇達州卡弗縣多間學校2月爆疫，疫情迅速擴散，

更蔓延至18支冰球校隊，以及多支籃球和棍網球校隊，
合共189人染疫，至少49人確診英國變種病毒。專家形容
這種年輕人群組感染情況以往相當罕見，明尼蘇達州衞生
部傳染病主任埃雷斯曼研究發現，在今次播疫模式中，出
現每名感染者可能傳染多人的情況，將加劇疫情在社區擴
散。

●綜合報道

日本疫情急速擴大，大阪府知事吉村
洋文表示，東京奧運聖火傳遞將於本月
13日至14日在大阪府舉行，但受疫情影
響，考慮停止在府內公開道路傳遞聖
火，改在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會場內進
行，禁止一般民眾入場觀看。
大阪府昨日通報新增確診878宗，連續

2天創新高，且連續9天新增病例超過東
京都，累計逾5.6萬宗確診，1,199人疫
歿。大阪府因應疫情急速擴大，重症患
者病床使用率高達66.5%，昨日決定發布

地方級醫療緊急事態宣言，並宣布收緊
防疫規定，民眾聚餐不得超過4人，並停
辦歡迎會、歡送會等宴會活動，民眾盡
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日本全國昨日新增3,449宗新冠確診病

例，是自今年1月30日以來首次單日新
增病例逾3,000宗，其中大阪府、兵庫
縣、奈良縣、和歌山縣與新潟縣的新增
個案均錄得新高。

韓現酒吧群組 近300人染疫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昨日通報新增確

診病例668宗，創下1月8日以來單日新增
病例最高值，累計確診逾10.6萬，主要由
於首都圈以外地區疫情惡化，第二大城市
釜山一間酒吧近日引發集體感染，導致近
300人確診，釜山、全州等地已將防疫響
應級別從1.5級升至2級。韓國中央事故處
理本部防疫部門負責人尹泰皓表示，出現
第四波大流行的可能性愈來愈大，社會需
要提高警惕。 ●綜合報道

日 本

泰國過去一周的新冠疫情加劇，交通部
長薩薩楊昨日確診，至少另外10名內閣部
長和數十名議員須接受14天隔離。
泰國昨日新增334宗確診個案，累計近

3萬人感染和95人疫歿。鑑於曼谷早前爆
出逾250人的感染群組，當局決定關閉市
內3個地區合共196個娛樂場所，為期兩
周。薩薩楊前日到醫院接受病毒檢測呈陰
性，但他昨日早上發高燒，到醫院求診，
證實確診。為防內閣爆疫，總理巴育昨日
取消每周一次的內閣面對面會議，改為視
像進行。他除要求內閣部長加強個人防疫

措施外，亦呼籲民眾在下周慶祝潑水節時
提高警惕，盡量避免參與大型集會。泰國
已為20多萬名醫護和高危人士接種新冠疫
苗，並定於6月展開全國大規模接種計
劃，目前亦在布吉等旅遊勝地為民眾打
針，為重啟旅遊業鋪路。
泰國昨日錄得24宗英國變種病毒的社

區確診個案，為當地首次出現英國變種
本地病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臨床病
毒學研究中心主任阿永指出，英國變種
毒株傳播力為原始毒株1.7倍，必須加強
預防。 ●路透社

東南亞國家柬埔寨的新冠疫情
進一步加劇，首都金邊確診人數
持續急升，當局宣布在全國範圍
內加強人員流動管控，避免疫情
蔓延。
柬埔寨衞生部通報，昨日新增
91宗確診病例，當中90宗為社區
感染，金邊疫情最嚴峻，新增78
宗確診個案。首相洪森已簽署決
議，從昨日起至本月20日期間，
金邊民眾不能前往其他省份，外
省民眾也不能進出金邊。柬國新
年將至，雖然今年假期照常放
假，但受疫情影響，金邊民眾將
按照新規定「就地過年」。此
外，當局規定全國旅遊景點從昨
日起至4月20日暫停營業14天，
並禁止大型聚會。
洪森表示，全國疫苗接種委員
會應調整接種策略，由於金邊疫
情不斷惡化，接種工作須集中在
金邊和毗鄰的干拉省，金邊全體
市民須接種新冠疫苗，才能實現
群體免疫。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
倫多報道）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
繼封省後再出辣招，省長福特宣布從周
四凌晨開始實施為期4周的居家令，力求
遏制不受控的新冠疫情，以及防止全省
醫院的深切治療病房失陷。安大略省重
新頒布剛在3月初撤銷的居家令，限令所
有非必需的零售店只能提供「預約外
賣」服務，並且限制大型商店只能出售
必需物品。

上月鬆綁被批掉以輕心
新確診病例和深切治療病房病人數字不

斷上升，省府不得不繼1月14日後頒布的
居家令再出台。省府上月貿然放寬防疫措
施，曾被批評太過掉以輕心，導致省內疫

情在改善後又轉差。與過往居家令不同，
省府首次規定大型商店只能出售必需物
品，非必要用品區域須圍封不准入內。
據悉，省府在聽取多倫多、皮爾和渥

太華的衞生官員呼籲後，決定進一步加
強公共衞生措施，包括實行居家令。上
述三地的市政府認為單靠封省令，不足
以遏制新冠確診數字激增。安大略省首
席醫生威廉斯相信全省實施居家令，有
助預防及減輕大規模發病率和死亡率，
並且避免公共醫療系統崩潰。
省長福特周二警告說，多倫多、皮爾和

約克的熱點地區必須限制人流。他對很多
大型購物中心在復活節假期擠滿人群感到
沮喪。福特說：「我們必須專注於多倫
多、皮爾區和約克區的疫情，這3個重災
區約佔去全省60%的確診病例。」
目前，安省新增病例中有三分之二是

變種病例，流行病學者一直警告變種病
例的傳染率更高，並且會導致更加嚴重
的症狀和更高的死亡風險。

多倫多中小學關閉2周
另外，多倫多公共衞生局通知教育

局，市內所有中小學校於4月7日起關
校，所有學生改上網課2周。

法國新冠疫情持續蔓延，截
至前日累計確診逾484萬宗，
超過9.7萬人疫歿，住院患者突
破3萬人，當中重症患者增至
5,626人，顯示醫療系統壓力不
斷增加。為加快疫苗接種速
度，當局將國家體育場「法蘭
西體育場」變身大型疫苗接種
中心，前日正式啟用。
法蘭西體育場位於巴黎北郊塞

納—聖但尼省，當地疫情非常嚴
峻，每10萬居民有795名感染
者，超過官方警戒值3倍，該疫
苗接種中心啟用後，立即有很多
民眾到場排隊等待接種。
法國總理卡斯泰前日到法蘭

西體育場視察，他表示該中心
每周能提供1萬次接種，可顯
著提高疫苗接種規模，他希望

法國能在本周末前，實現1,000
萬人接種的目標，強調只有通
過疫苗接種，才能擺脫疫情困
境。

德衞生部長促統一抗疫
另一歐洲國家德國的新冠重

症病患人數連日來持續激增，
截至前日已增至4,355人，衞生
部長施潘呼籲聯邦和各州統一
採取防疫措施，以遏制第三波
疫情。
施潘表示，聯邦政府與全部

16州需盡可能統一行動，一方
面確保平均每10萬人7日累計
新增確診人數能降至 100 以
下，另一方面當該數值突破
100時，能確保採取強而有力
的防疫措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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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長確診 10閣員數十議員隔離

安省再頒居家令 大型商店僅售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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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 埔 寨 法 國
新冠住院人數逾3萬

國家體育場變接種中心

●● 聖火途經三聖火途經三
重縣伊勢神宮重縣伊勢神宮。。

●● 巴西警方巡查懷疑違反巴西警方巡查懷疑違反
防疫措施的夜店防疫措施的夜店。。 路透社路透社

●安省防疫
措施加辣，
圖為當地的
檢測中心。
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
成小智攝

青少年群組佔確診18%
體育賽事或大播疫

●●新德里有醫院的檢測地新德里有醫院的檢測地
點加強消毒點加強消毒。。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