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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嚴重 韓媒呼籲總統隔離 

韓國單日新增病例創新高

韓聯社 2月 26日引述韓國韓

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稱，截

至韓國時間 2月 26日下午 4時，

境內新增確診武漢肺炎患者 284

人，累計病例達到 1261例。目前

韓國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大邱市確診病例已達 710例，慶

尚北道達 317例，其他地區患者

人數分別為：京畿道 51人、釜山

58人、首爾 49人、慶尚南道 34

人、光州 9人、江原道 6人、大

田與忠清北道各 5人、蔚山 4人、

忠清南道、全羅北道與仁川各 3

人、濟州 2人、全羅南道和世宗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近

日武漢市一名醫師向《看中國》披

露，現在武漢各醫院的醫師們都不

敢講真話，從醫學角度上，大家都

認為「政府專家」給出的治療方案

不科學，但是醫生們沒有人敢發聲

質疑。

2月 24日 ,武漢醫師周鳴 (化

名 )接受了《看中國》的採訪 ,他也

表示核酸測試不準確，「因為很多

人在測試後呈陰性，但其實他已經

感染了」。此外，他還透露，現在

專家給出的武漢肺炎治療方案，其

實很不科學，但是武漢的醫生們都

不敢發聲。他還表示，就算發聲，

也沒有用。 

周鳴說：「整個病 (武漢肺炎 )

本身從醫學上來說，目前沒有特效

藥，只能靠自己的抵抗力來恢復健

康。為甚麼這次因武漢肺炎致死的

人，大多是一些老年人比較多呢？ 

就是因為老年人的身體情況稍微差

一點，他沒有年輕人抵抗力那麼

強，所以這個病，它基本上靠自己

抵抗力來恢復健康。」

他表示：「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

病人都使用一種治療方案。從醫學

角度上來說，其實我們 (醫生 )也不

是很認可，當時使用的方案就是兩

種藥：第一種就是莫西沙星；第二

種就是奧司他韋，或者不用奧司他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 】 2 0 1 9 年 冠 狀 病 毒 疾 病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
疫情依然十分嚴峻，韓國官方通

報稱，2月26日境內新增病例284
例，目前武漢肺炎患者人數累計已

達1261人。韓國疫情再次改寫單日
新增病例新高紀錄。由於大邱市政

府官員出現確診病例，韓國媒體認

為，為謹慎起見，近日視察過大邱

市的總統文在寅應該居家隔離。

【看中國訊】為考察武

漢肺炎疫情，世界衛生組織

（WHO）派遣專家團前往中

國。然而，專家團隊 2月 25

被指在前往湖北武漢考察疫情

之後，沒有遵守隔離檢疫 14

天才能離境的規定，即搭乘飛

機離開中國。

根據中央社與《自由時報》

報導，2月 24日，率領世衛

組織專家團隊前往中國考察

的世衛總幹事高級顧問艾沃德

（Bruce Aylward）在北京舉行

了新聞發布會。《華盛頓郵報》

北京分社社長弗菲爾（Anna 

Fifield）也出席了該場記者發

布會。弗菲爾詢問艾沃德為甚

麼沒有檢疫，艾沃德則回說：

他沒有去過武漢任何「骯髒的

區域」（dirty areas），而他當

天早上已經接受新型冠狀病毒

核酸檢測。弗菲爾還表示：艾

沃德「急忙離開新聞發布會」。

弗菲爾表示，從艾沃德宣

稱自己並沒有進去病患治療的

醫院區域來看，所謂的「骯髒」

應該是指涉醫院存在新型冠狀

病毒區域的技術用語。弗菲爾

還表示，依據中國政府的規

定，任何人前往湖北、武漢，

都得要強制隔離檢疫 14天。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

報導】據彭博社報導，美國政

府官員在 2月 24的一項會議

上，討論北京驅逐 3名《華爾

街日報》記者的議題。會議由

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主

持，他曾任《華爾街日報》駐北

京記者。

會議討論到美國是否應

對北京採取嚴厲應對措施。據

知情官員透露，有人建議讓數

十名到數百名中國記者離開美

國，但有一些官員不同意。他

們認為此舉不合法，甚至不符

合美國的新聞自由價值觀。兩

方官員激烈辯論。

《自由時報》報導，白宮國

家安全會議（NSC）發言人尤

約特（John Ullyot）沒有對

彭博社報導發表看法。尤約特

曾在表示，北京方面對美國記

者所採取的行動非常惡劣，美

國正考慮對此做出回應。

一直以來，美中對待新

聞自由和媒體的立場極度不平

衡。中方媒體駐美記者總數超

過 500人，而中國只允許約

75名美國記者在當地工作。 

據知情的美國官員透露，華府

這次決定無論採取甚麼辦法，

都要處理這個問題。

未經隔離就離境 
世衛專家被質疑

新聞自由不對等 
美方或驅逐記者 武漢醫師：專家方案是亂來 

各 1人。

韓國武漢肺炎死亡人數增至

12人，但經過治療恢復健康的治

癒者人數也增至 24人。

報導稱，武漢肺炎疫情在韓

國蔓延速度很快，迄今為止超過 5

萬人接受了檢測，其中 31576人

檢測結果呈現陰性反應，20716

人仍在等待檢測結果。

韓媒：總統應居家隔離

《韓國日報》2月 26日引述

NEWSIS 報 導 稱，2 月 25 日，

大邱市主管經濟的副市長李承鎬

（音譯）的祕書被確診為武漢肺炎

患者。

而當日下午，韓國總統文在

寅視察了武漢肺炎疫情嚴重的大

邱市，並參加和主持了大邱地區

特別對策會議。李承鎬也出席了

這次特別政策會議。

報導稱，因祕書已經被確診

武漢肺炎，李承鎬感染的機率

很大。

總統文在寅、副總理兼教育

部長俞銀惠、行政安全部長陳

永、保健福祉部長朴凌厚、大邱

市長權泳臻等，均在特別對策會

議過程中與李承鎬一起近距離

開會。

因此，按照目前防疫措施，

他們應當被認為是居家隔離觀

察者。

韓國保健防疫當局發表聲明

稱，總統文在寅不屬於居家隔離

觀察者，而是保健教育對象，即

需要被觀察是否出現疑似症狀等

健康狀態的注意事項對象。

韓聯社報導，2月 25日在大

邱市參加特別對策會議的總統府

官員和多家媒體記者，26日都自

行居家隔離。李承鎬檢驗結果顯

示為陰性反應，青瓦臺要求進行

居家隔離 7天的媒體記者也隨後

解除了隔離。大邱疫情嚴重，此

前 E-Mart大邱分店 2小時售出

48萬副口罩。

韓國民眾排隊購買口罩。（Getty Images）

韋的話就用阿比多爾。這兩種藥，

莫西沙星它是一種抗生素，也就是

抗菌的藥，它是一種殺細菌的藥，

然後奧司他韋和阿比多爾呢，他是

抗病毒的。但是在醫學上面來說，

這種病它只是一種微生物讓你在得

病，你要麼就殺細菌，要麼就殺病

毒，你哪有兩種藥一起搞的？這種

方案的話我們從醫學角度上來說，

它不是很科學。但是既然專家這樣

說了嘛，現在所有的醫院裡面也都

是這樣在搞。也不知道這些專家是

哪的專家？反正這些方案，第一

版、第二版的總在發，但是這個東

西從醫學角度上來講，不太科學。」

當被問及武漢醫生們為何不

向政府反饋存在的問題，周鳴醫師

回答說：「我們反饋也沒有甚麼用

啊！ 我們的聲音很微弱啊！」

知道真話不敢講，或者講出真

話沒人聽，在疫情下的中國大陸非

常普遍。例如 2月 20日，大陸網

站上出現一篇評論文章〈敢言是一

種寶貴的品格〉，作者署名為「楊

金志」。這篇文章中反應出同樣的

問題。 

該文評論以 2月 12日湖北省

將 CT影像也作為診斷依據，調整

確診標準造成單日新增病例數激增

到 14840例為引子，指出大家心裡

很明白，數字飆升『不可怕』，不

真實的數字才可怕」。 隨後作者

強調，調整確診標準，應部分歸功

於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影像科教授張

笑春，她曾公開質疑政府用核酸檢

測確診新冠肺炎的可靠性，建議用

CT影像作為診斷主要依據。 

文章還寫道：「依然忙碌在戰疫

前線的她說：『不怕說真話，多大的

事情能有人命大？』不經意中，一個

『怕』字令人有點心酸。」兩日後該

文章在微信、微博中廣為流傳，但

是很快，這篇文章遭到了封殺。

關於中國專家及政府高層存在

的問題，加拿大自媒體評論人張新

宇早前在接受《看中國》採訪時表

示：「在中共專制社會，是奴才管

理人才，外行管控內行，用過去死

人的思想來管控現在活人的頭腦，

這是獨裁暴政的特徵。」

張新宇還說：「在加拿大溫哥

華、美國洛杉磯及臺灣，只要是一

個自由社會的國家或地區，他們都

是內行管內行，任何位置上的人員

都是經過優勝劣汰。一個行業的領

頭人在本行業都是最專業的，所有

人都要請教他的。在整個自由世界

各種崗位上工作的人都是在該領域

有特長的、最專業的人員。」

「而中共專制獨裁社會的統治

者頭腦中都是自己的權力，它把維

穩看作是最重要的。」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報導】美

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週二

（2月 25日）呼籲美國公眾、學校

和企業，請大家開始為可能在美國

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大流行做好準備。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位高級

官員在電話會議上對記者說：「我

們要求美國公眾與我們合作，為可

能很糟的預期做準備。」該會議概

述了如果 COVID-19（武漢肺炎）

病毒開始傳播到整個美國，學校和

企業可能需要做些甚麼。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家免疫

與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 ·梅森尼
爾（Nancy Messonnier）博士在

電話會議上對記者說，學校應該考

慮將學生分成較小的小組，或者

關閉並使用「基於互聯網的遠程教

育」。梅森尼爾也建議：「對於成

年人來說，企業可以用視頻或電話

會議代替面對面的會議，並增加遠

程辦公的選擇。」 她並表示，當地

社區和城市可能需要「修改、推遲

或取消群眾集會」，醫院可能需要

對患者進行不同的分類，增加遠程

醫療服務並推遲擇期手術。梅森尼

爾還強調：「現在是企業、醫院、

社區、學校和普通百姓開始準備的

時候了。」

近日，美國衛生官員開始警告

企業、學校和家長，為致命的新型

冠狀病毒在全球大流行做好準備。

在意大利和伊朗等地的局部爆發的

感染病例加劇了傳染病專家和科學

家的擔憂，即該病毒的傳播速度過

快，可能已經超過了遏制點。

週一（2月 24日），世界衛生

CDC籲公眾為新冠病毒流行做準備 蟲災爆發 2億畝農田受威脅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爆發草地貪夜蛾

蟲災，見蟲面積超過 60萬畝

田，預計受害面積最多可達 2

億畝。

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日發布

〈2020年全國草地貪夜蛾防控預

案〉，內容提到中國今年草地貪

夜蛾爆發形勢嚴峻，防控任務艱

鉅，在做好武漢肺炎疫情防控

的同時，持續推進草地貪夜蛾防

治，力求遏制大面積爆發成災，

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各部會積極配

合防治草地貪夜蛾。

草地貪夜蛾是聯合國糧農組

織全球預警的重要農業害蟲，遷

移能力強且寄生範圍廣，主要危

害玉米、水稻、高粱、棉花、十

字花科、葫蘆科、茄科等經濟作

物，因此也被外界稱為無敵「糧

組織總幹事特德羅斯 ·阿達諾姆  
蓋布里亞蘇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稱中國境外的疫

情「令人深感關切」。 梅森尼爾博

士週二（2月 25日）還說：「我瞭

解整個情況似乎不堪重負，疫情對

日常生活的破壞可能非常嚴重。但

這是人們從現在開始需要考慮的事

情，人們應該考慮一下如果學校或

托兒所被關閉，將如何處理托兒等

問題。」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2月 24日

在美國確認了 53起病例，其中大

部分來自從日本沿海隔離的鑽石公

主號遊輪。數據顯示，其中 36個

病例來自遊輪，3例是在武漢被感

染的撤僑，其餘大部分患者在出國

旅行時被感染；在美國只有兩起是

人傳人的病例。

食殺手」。

草地貪夜蛾於 2018年蔓延

至亞洲，今年 1月由東南亞進

入中國雲南、關西，目前至少已

在 18個省（區、市）出現，嚴重

威脅農業及糧食生產安全，一旦

受害嚴重時會毀種絕收。 據官方

稱，2019年草地貪夜蛾發生面

積 1500多萬畝，實際危害面積

246萬畝。

中國農業農村部指出，今年

的蟲源累積基數明顯高於 2019

年，截至 2月 10日，西南、華南

6省地區超過 60萬畝田發現草地

貪夜蛾，是2019 年同期的90倍。

按照中國海關公開數據，

201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約為

6.58億噸；進口糧食達到 1.085

億噸，其中大豆達 8803.1萬噸，

是全球最大糧食進口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