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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力寶雲道具槍走火誤殺女攝影師 工會指射出實彈

導演受傷 傳已出院
艾力寶雲前日在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的片場，拍攝西部電影
《Rust》
，他除了擔任男主角外，更是該片監製之一。事發於
當地時間下午約1時50分，艾力寶雲使用的道具手槍懷疑走
火，子彈擊中女攝影師哈欽斯和導演蘇扎，哈欽斯由醫療直
升機送院救治，但送院後不久證實不治，蘇扎則由救護車送
往另一醫院，未知他的傷勢如何，據悉其後已出院。

落口供後低頭飲泣
事發後，艾力寶雲主動前往接受調查，在錄取口供後離

開，未有被拘捕或落案起訴。在場記者拍得艾力寶雲在警
局外通電話時一臉哀傷，更低頭飲泣。警方表示正繼續調
查案件，以了解出事原因，初步相信是道具槍走火造成。
電影公司及艾力寶雲的發言人發聲明指事件屬意外，道具
槍走火射出空包彈，劇組人員對這宗悲劇感到非常難過，
電影現已暫停拍攝。
空包彈在電影拍攝中經常使用，子彈沒有彈頭，但有彈
殼和火藥，能發出真槍般的聲響和火光。由於部分道具槍
是由真槍改裝，射出的空包彈具有殺傷力。有電影界人士
認為應禁止使用部分類型的道具槍，甚至禁用空包彈。
63 歲的艾力寶雲自 1980 年代起影視雙棲，曾擔綱演出
多齣電影，近年參與拍攝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綜藝節目《周
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他在節目中曾扮演
前總統特朗普，大受觀眾歡迎，更憑這角色奪得艾美獎。
不幸喪生的哈欽斯年僅 42 歲，她於烏克蘭出生，曾於
歐洲任職調查記者，2015年於美國電影學會畢業後成為電
影攝影師，2019年獲《美國電影攝影師》雜誌選為「明日
之星」。
●綜合報道

假槍射出真彈頭 李小龍子同命喪片場
美國影星艾力寶雲的道具槍走火擊斃攝影師事件，令人
想起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於 1993 拍攝電
影《烏鴉》時遭道具槍誤殺，終年僅28歲。
李國豪當年拍攝一場槍戰時，對手演員拿一支裝上空包
彈的手槍射向李國豪，但一個實彈彈頭前一天留在手槍槍
膛，彈頭被發射的空包彈推出，擊中李國豪腹部。李國豪
身受重傷，緊急送院救治，6小時後宣告不治。
開槍演員事後稱不知道手槍裏有彈頭，道具管理員則表
示他只負責保管手槍，裝彈是特技人員負責，但特技人員
稱裝上的是空包彈，事件最後仍是未解之謎。
另一宗涉及道具槍的死亡事件發生於 1984 年，26 歲美
國男星 Jon-Erik Hexum 在片場拍攝電視劇《Cover Up》
時，趁空檔時間拿起一支道具槍，以為內裏沒有裝上空包

彈，便假裝玩俄羅斯輪盤遊戲，對着自己的太陽穴開槍，
豈料內裏有一枚空包彈，結果他頭部重創，昏迷 6 天後死
亡。
●綜合報道

▲ 艾力寶雲在警局外通電話時一臉哀傷，更低
頭飲泣（右上圖）。死者哈欽斯（右下圖）被指
是電影攝影師明日之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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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生罕見電影片場意外，荷里活影星艾力寶雲前日
在新墨西哥州拍攝電影期間，手持的道具槍懷疑走火，導
致一死一傷，他事後主動向警方落口供，事件中暫時無人
被捕或被控。艾力寶雲昨日形容事件是一次「悲慘意
外」，其發言人表示槍內裝的是空包彈，但一個荷里活幕
後人員工會則表示，當時手槍內裝的是一發實彈。警方暫
時未證實究竟是空包彈還是實彈。

● 導演蘇扎受傷
導演蘇扎受傷。
。
網上圖片

● 李國豪（左圖
左圖）
）1993 年拍攝《烏
鴉》
（右圖）時中槍不治
時中槍不治。
。 網上圖片

● 事發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的片場
事發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的片場，
，警
員到場後拉起封鎖線。
員到場後拉起封鎖線
。
網上圖片

前線抗疫未及時接種 全球恐累計 18 萬人員病逝

世衞批富國壟斷疫苗
威脅醫護性命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一年多，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一年多
， 大量醫
護人員在前線抗疫，
護人員在前線抗疫
， 時刻面對重大風
險 。 世界衞生組織最新發表的文件顯
示 ， 截至今年 5 月 ， 新冠疫情估計已
經在全球導致多達 8 萬至 18 萬名醫護
死亡，
死亡
， 當中不少都來自發展中國家
當中不少都來自發展中國家，
，
他們很多都未能趕及接種新冠疫苗，
他們很多都未能趕及接種新冠疫苗
，
世衞形容這是對控制全球疫苗供應的
發達國家和企業作出的控訴。
發達國家和企業作出的控訴
。

方便民眾出行
加國推標準化疫苗護照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
多報道）隨着世界各地相繼開放國際旅遊
管制，加拿大周四宣布在未來數周為國內
和國際旅行人士，推出符合國際規範的疫
苗接種證明文件。總理杜魯多公布措施時
表示，加拿大新冠疫苗接種率處於世界領
先位置，為了方便公民及居民再次出外旅
行，當局推出疫苗護照是刻不容緩，並且
已經與航空公司密切合作，確保操作程序
簡單及完善。
這些由各省政府和地區衞生部門提供的
疫苗護照，將會展示持有人的姓名、出生
日期及接種疫苗歷史，包括接種的疫苗類
型、劑量及接種日期。接種疫苗護照由各
省或特區頒發，但在設計方面將會考慮到
共同外觀，並且在證明書右上角印上加拿
大的字標標誌
（即 Canada 最尾 a 字母上有
加國國旗）
。渥太華政府發言人表示，疫苗
護照將會方便其他國家和運輸供應商
（如航
空公司和郵輪運營商）
確認證書是加拿大法
定證明文件。加拿大將繼續與世衞組織及
世界各地合作，確保疫苗證書的法定性。

助入境其他國家

經常出外公幹的行政人員 Philip 說：
「加拿大人將能夠在國內和國際旅行中使
用確證接種疫苗證書，有助我們入境其他
國家。當然，這個證明不能保證我們能夠
進入另一個國家，但總能減少困難。無論

● 發展中國家的醫護飽受
新冠病毒威脅。
新冠病毒威脅
。 資料圖片

1 月至今年 5 月，全球
世衞文件指出，由去年
1.35 億名醫護人員中，估計有 8 萬至 18 萬

人因疫情死亡。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表示，醫護人
員應屬於優先接種疫苗群組，但全球疫苗分配不
均，導致不少醫護未能接種。

促各國暫停加強針計劃
譚德塞表示根據全球 119 個國家的數據，全球
4 成醫護已完成接種疫苗，但這數字掩蓋了各地
醫護接種率存在嚴重差異的事實，非洲只有不足
1/10醫護完成接種，但在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
有超過 80%完成接種，「我們呼籲所有國家，需

是休閒抑或商務旅行，加拿大人都應該考
慮一下，重過健康開放生活。」
當疫苗護照推出後，所有 12 歲或以上
的旅客從加拿大機場出發或登上國家鐵路
VIA Rail 火車，都須出示全面接種疫苗證
明文件才能啟程，並在抵達外國時作為接
種證明。在此之前，旅客獲准呈交在啟程
前72小時內進行的陰性檢測證明。
杜魯多說：「我很高興 10 個省和 3 個地
區的政府同意逐步推出標準化疫苗接種證
明，其中薩斯喀徹溫省、安大略省、魁北
克省、新斯科舍省、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
更準備就緒。旅遊人士屆時可以把接種疫
苗證明書下載到手機，並且可以打印出
來。」無論如何，加拿大人應該確保在旅
行時隨身攜帶數碼及紙本證明副本。
在加拿大，疫苗接種證明與護照或身份
卡是單獨文件，沒有相連性。旅遊業協會主
席波特表示，政府設立疫苗接種證明系統非
常重要，方便人們在國內或海外使用。
● 加拿大人即將可以在外遊時使用疫
苗護照。
苗護照
。圖為溫哥華機場
圖為溫哥華機場。
。 成小智 攝

確保每個國家的所有醫護和高風險群體優先打
針。」
世衞已促請各國暫停新冠疫苗加強劑計劃，直
至貧窮國家的疫苗供應改善為止。譚德塞前日指
出，高收入國家為民眾接種加強劑的數量，相當
於低收入國家接種疫苗總劑量的一半，強調阻礙
達成全球接種目標的障礙並非疫苗生產能力，而
是「政治和利潤」，他促請富裕國家牽頭應對全
球疫苗分配不均問題。

短期內或流失 10%醫護
國際護士理事會主席肯尼迪表示，對大量醫護

在疫情中失去生命感到震驚和難過，他批評各國
政府未有承擔保護醫護的責任，「他們無論在身
體上和精神上均感到極疲累。」肯尼迪指出在疫
情爆發前，全球已面對護士人手不足問題，疫情
令問題進一步惡化，估計在短期內將有 10%醫護
離職，全球將面對另一場醫護短缺危機。
世衞早前提出目標，希望到今年 12 月，每個
國家會有 40%人口已打針，但譚德塞稱，由於疫
苗供應不足，預計 82%國家都無法達標，在世界
銀行列為高收入的國家中，平均每 100 人已接種
133 劑疫苗，但在收入最低的 29 個國家，每 100
人僅接種了5劑疫苗。
●綜合報道

美衞生研究院院長：
新冠病毒可能源自自然界
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院長柯林
斯 20 日發表聲明說，迄今為止的
科學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很可能
是自然界病毒演化的結果，可能
從自然宿主直接傳染給人類或通
過尚不明確的中間動物宿主傳染
給人類。
柯林斯在《關於新冠病毒起源
的錯誤資訊的聲明》中指出，儘
管科學界作了大量努力，新冠病

毒的起源迄今還沒有確認。這並
不罕見，因為 100%確定病毒源頭
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科學家們耗費了 14 年時間才找到
導致 2003 年沙士疫情的病毒源頭
──包含冠狀病毒所有必要遺傳
成分的一個蝙蝠種群。

幾不可能是基因工程產物
柯林斯表示，不幸的是，在新

冠源頭沒有明確答案的情況下，
「錯誤資訊和虛假訊息正在填補
空白，這弊大於利。」柯林斯
說，從歷史上看，許多病毒是從
動物起源並引起流行病和大流行
病，包括流感、伊波拉（埃博
拉）、寨卡、西尼羅河熱、沙士
等。此外，大多數機構評估認為
新冠病毒幾乎不可能是基因工程
的產物。
●綜合報道

輝瑞疫苗對 5 至 11 歲童保護力逾 90%
美國輝瑞藥廠昨日公布針對兒
童的新冠疫苗臨床測試結果，顯
示 輝 瑞/BioNTech 疫 苗 對 5 歲 至
11歲兒童的保護力達90.7%。
輝瑞招募 2,268 名 5 歲至 11 歲兒
童參與測試，他們被分成兩組，
大多數兒童相隔 3 周接種兩劑 10
微克疫苗，劑量相當於一般新冠

疫苗的 1/3，另一組則注射安慰
劑。結果安慰劑組有 16 人染疫，
疫苗組則有 3 宗感染個案，全部感
染者均沒有出現重症，但疫苗組
的徵狀遠較安慰劑組輕微。此
外，疫苗組兒童產生的抗體水
平，與年輕人接種全劑疫苗後的
水平相若。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顧問委員會將於下周二
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准許幼童接
種輝瑞疫苗，輝瑞代表屆時也會
列席。若委員會批准，疾病控制
及預防中心（CDC）將決定接種
資格，預計下月初正式啟動接種
計劃。
●美聯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