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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未打針醫護恐停職
擬派國民警衛軍頂替

美國紐約州強制醫護接種首針新冠疫苗的限期今日截止，
州長辦公室前日表示，鑑於大量醫護可能因為未打針而被停
職或離職，州長霍楚計劃下令調派國民警衛軍應急，並同時
研究跨州聘請醫護補充人手，必要時將尋求聯邦衞生部幫
助，派出衞生部轄下災難醫療救助隊。
紐約州上月頒布醫護強制接種疫苗規定，所有醫護及院舍
員工需在今晚前接種至少一劑疫苗，其他護理中心員工也要
在下周五前接種一劑。截至上周三，州內約 7 萬名醫護仍未
完成接種，佔所有醫護約 16%，約 2.5 萬名護理設施員工未

打齊兩針。拒絕打針醫護除非提供醫療證明，證實身體不適
合打針，否則將被革職，且會被禁止領取失業保險。
霍楚強調，紐約州需要竭盡所能應對疫情。她稱讚當地多
數醫護都已完成接種，呼籲所有尚未接種醫護盡快打針，繼
續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
代表約 1,500 名護士的「紐約職業護士聯盟」執行主任托
巴克稱，聯盟支持強制接種疫苗計劃，感激霍楚採取措施應
對人手短缺問題。不過她認為霍楚在接種期限 48 小時前才
公布替代計劃，安排較為倉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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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顯跨性別包容反惹爭議 學者退出評審名單抗議
「人奶」取代「母乳」 醫學界用詞矯枉過正

稱「有陰道的人體
有陰道的人體」
」
《刺針
刺針》
》被轟歧視女性

醫學界近年不斷
有倡議使用更具包
容性詞彙，尊重保
護性少數群體。不
過部分詞彙為主張
性別多元，反而過
度削弱「女性」
（women） 一 字
的出現頻率，有
矯枉過正之嫌。
英國布賴頓及薩塞
克斯大學醫院今年初
在產期護理中添加性
別多元要求，讓
● 《刺針》
助產士使用更
新一期封面
「中性」的
「human
milk」 （ 人 奶 ）
或「chestmilk」（胸
乳），取代「breastmilk」（母
乳，breast 泛指女性乳房），便引起
爭議。
規定要求，員工照顧患者時需避免使用
單獨「母親」（mothers），改為「母親或
親 生 家 長 」 （mothers or birthing parents），「母乳」也可用「從哺乳母親或
家長處獲得的乳汁」代替，並建議用「女
性或個人」取代「女性」，在特殊情況下
使用「家長」或「第二親生家長」替代
「父親」。
英國醫學會（BMA）2017 年亦曾提議避
免用「準媽媽」，應用「懷孕人士」形容孕婦，
避免冒犯雙性人或跨性別者。不過與懷孕生產相
關詞彙中減少女性出現比率，改為使用生理學關
於女性特徵形容詞，反而被指凸顯性別對立，引
來女性權益倡導者反對。
●綜合報道

英國著名醫學期刊《刺針》最新一期封面，因為使用「有陰道的人體」
（bodies with vaginas）來替代「女人」（women）一字，在網上引起爭
議。《刺針》的用字原意是想彰顯包容，避免冒犯並非天生女性的跨性別人
士，結果一方面遭到英國保守派右翼媒體炮轟，另一方面亦被女權及性別多元
支持者批評是將女性「非人化」，認為適得其反，更有多名學者表明將停止參
與該刊的評審工作及取消訂閱。

引起爭議的封面，原本是用來介紹一篇有關
倫敦陰道博物館「女性月經史」展覽的文

章，該篇文章使用了「女人」一字 4 次，但其中
一句則用到「有陰道的人體」的表述，全句是
「對『有陰道的人體』的解剖學和生理醫學在歷
史上一直被忽視」，《刺針》於是選取了這句話
作為文章代表句，並刊登在封面上。

女醫生轟貶低人格
《刺針》Twitter 賬號上周五公開了這個封面
設計後，立即引來劣評如潮。倫敦大學學院精神
疾病及遺傳學名譽教授柯蒂斯批評，這是「絕不
可原諒」的女性形容詞，同時宣布已經致函《刺
針》編輯部，要求退出數據評審員名單及取消訂
閱，並要求編輯部「不要再聯絡我」。女醫生達
萊赫也批評稱，《刺針》完全可以使用其他非侮
辱性的詞彙來表達包容性，「你怎麼能用這種詞
貶低我們的人格？」
亦有網民指出，《刺針》Twitter 賬號上
周一篇帖文中，提及「1,000 萬名男性患有
前列腺癌」，但當時並未使用「有陰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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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體」形容這些男性。曼徹斯特都會大學教
育心理學家帕多克指出，「考慮到《刺針》形
容男性的詞彙，我不認為使用『有陰道的人
體』是包容性語言的嘗試。」英國著名女權分
子休肯認為，《刺針》的不當用詞是一種倒
退 。 女 權 組 織 Women Make Glasgow 更 指
《刺針》用字是將女性「非人化」及性別歧
視。

被批加劇性別對立
醫療記者格雷厄姆也指出，「有陰道
的人體」非但不是跨性別包容用詞，
反而會加劇性別對立情緒，「我們
完全可以用精確且有包容性的詞
彙，承認醫學界厭女情緒，
而無須僅用解剖學定義來
貶低形容個人。」
●綜合報道

羅馬街頭野豬群出沒
或左右地選戰局

全意逾 200 萬隻野豬
意大利農業團體 Coldiretti 估計，全意
目前有超過 200 萬隻野豬，僅羅馬所在
的拉齊奧大區便有約6,000 隻野豬，當中
幾百隻經常性進入市區覓食。成年野豬
體重可達 100 公斤，身長近 1.5 米，大量

野豬翻找垃圾不但影響城市綠化環境，
更會威脅途人尤其長者和兒童安全。
為控制野豬數目，拉齊奧大區政府前
年允許用捕獸籠捕殺野豬，上月更放寬
狩獵限制，讓民眾在部分郊野公園範圍
狩獵野豬，估計未來兩年內每年起碼要
獵殺約 1,000 隻野豬，才能控制野豬族群
數目。
部分動物保護組織反對大規模撲殺野
豬，不過羅馬市民明顯不同意。79 歲的
格拉齊亞表示因為害怕野豬不敢外出散
步，「垃圾箱就在路邊，牠們（指野
豬）會衝向我。」經營食肆的孔索拉蒂
也稱，室外用膳區常有野豬出沒，他的
姊姊曾在晚上見過 30 隻野豬集體出遊，
「這可不是令人愉快的場景。」
●美聯社

● 羅馬市長出席競選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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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獨派領袖下月引渡聆訊 狂言續煽獨
上周五在意大利落網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政
府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承諾將會如期於下月 4 日出
席引渡聆訊，但揚言會繼續在歐洲各地宣傳加泰
「獨立」訊息。
因為主辦違憲「獨立公投」被西班牙通緝的普伊
格德蒙特，上周五到意大利薩丁島出席活動時落
網，被扣留一日後獲法院批准釋放，但需要於下月 4

日上庭接受引渡聆訊。由於法院沒有限制他離開薩
丁島，普伊格德蒙特表示今日會先返回流亡地比利
時，繼續以歐洲議會議員身份出席會議，之後再返
回薩丁島出席聆訊。
普伊格德蒙特表示，相信自己會獲得自由，「只
要意大利法院決定我重獲自由身，我就會回到比利
時。」普伊格德蒙特代表律師博伊宣稱，西班牙

2019 年發布拘捕普伊格德蒙特的歐洲通緝令已被暫
停執行，不過主審該案的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利亞
雷納致函歐洲刑事司法合作組織，強調通緝令仍然
生效。西班牙當局亦強調，普伊格德蒙特及其他流
亡海外的加泰「獨派」人士必須經司法程序受審，
否則無法像此前另外 9 名加泰前官員般獲得特赦。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冰島前日舉行國會選舉，點票
結果顯示，女性議員奪得過半數
國會議席，是當地以至歐洲史上
首次。
冰島國會（Althing）的歷史最
早可追溯到930年，是世上最早出
現的議會之一。選舉結果顯示，
國會 63 個議席中，女性議員從上
屆的24席增加至33席，佔52%。
長期以來，冰島一直是性別平
等和婦女權利的先驅，在世界經
濟論壇最平等國家的排名中，冰
島在過去 12 年中一直名列前茅。
早在 1980 年，冰島就成為全球第
一個選出女性總統的國家。國際
國會聯盟的資料顯示，目前世界
上還有5個國家，國會至少半數席
位由女性出任，包括盧旺達
（61%）、古巴（53%）、尼加拉
瓜（51%）、墨西哥和阿聯酋。
至於選舉形勢方面，選前執政
的左右翼混合聯盟雖成功維持多
數優勢，較選前民調預測為佳，
不過由於總理雅各布斯多蒂爾所
屬的左派政黨議席減少，即使聯
盟能夠繼續聯合執政，雅各布斯
多蒂爾很可能無法連任。
●綜合報道

歐史上首次
冰島女性國會議員過半

意大利首都羅馬下周舉行市長及市議
會選舉，但這次選舉最大焦點並非疫情
或經濟問題，而是羅馬街頭經常隨處可
見的野豬。在野政黨批評，屬於民粹主
義政黨「五星運動」的現任市長拉吉未
能妥善處理垃圾收集問題，導致野豬聯
群結隊在街頭巷尾翻找垃圾進食，不過
專家則認為野豬問題成因複雜，至少與
野豬不受限制繁衍，導致族群數目驟增
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