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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沙漠蝗災 即將入侵中國

武漢肺炎疫情仍在中國大陸

肆虐，數千億隻蝗蟲也即將入侵

中國，中國林草局 3月 2日發出

一份緊急通知，公開呼籲民眾做

好蝗災的防範。通知指出，專家

研判，若氣候條件適宜，此次發生

的沙漠蝗可能從巴基斯坦和印度直

接侵入西藏，或經緬甸侵入雲南，

或經哈薩克侵入新疆 ;要求雲南、

西藏、新疆等與印度、巴基斯坦、

緬甸接壤的省區，都要進入全面監

測及關注。

根據中國林草局的資料顯示，

中國每年蝗災受災面積達 1.5億

畝，最高年分達到 3億畝。而今，

巴基斯坦政府帶眾人來到農地，瞭

解蝗災對農業的損失情況，「從目

測情況看，沙漠蝗蟲的密度還是比

較大」。這次源於東非的沙漠蝗

災，其危害範圍、災損及速度都非

常快速，因此引人擔憂。

央視報導，中國國家林業和

草原局草原管理司生態修復處處

長王卓然表示，工作組此前所看

到的主要是沙漠蝗蟲在荒漠草原上

的危害情況，同行的山東省植保總

站副站長王同偉也指出，此次蝗災

中的沙漠蝗蟲，與中國境內常見的

東亞飛蝗相比，不但體形較大，攻

擊性較強，對生態的破壞也非常嚴

重，「我感覺牠要比東亞飛蝗要凶

猛些，昨天牠還咬我。」

對於此次沙漠蝗侵入中國，林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數

千億隻蝗蟲從東非一路飛往印度、

巴基斯坦，即將進入中國境內，中

國國家林草局2日發出緊急通知，
明白指出蝗蟲可能入侵雲南、新

疆、西藏等地，根據早前聯合國糧

食及農業組織(FAO)判斷，一旦入
侵蝗災可能持續到6月，屆時蝗蟲
數可能增長500倍。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中國浙大醫院 3 月 1 日完

成了一名 66 歲女性武漢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 )患者的

雙肺移植手術，媒體稱這是「全球

首例老年武漢肺炎移植手術」。 

然而，在前一天，江蘇省無錫市才

剛完成一名 59歲男性武漢肺炎重

症患者的雙肺移植手術。這兩宗雙

肺移植手術獲取肺源的時間很短，

因此有預約供體的嫌疑，而遭受外

界質疑，施行第一起手術的主刀醫

生陳靜瑜，以及施行第二起手術的

主刀醫師韓威力都曾涉嫌參與活摘

器官。 

《錢江晚報》報導，3月 1日下

午，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

院 (以下皆稱浙大一院 )多學科協

作在之江院區的負壓手術室完成

了「全球首例老年武漢肺炎移植手

術」，該患者是一名 66歲女性。

報導稱，「這台高風險、高難度手

術，凝結了浙大一院 30多位醫護

專家的心血。」多名醫護人員歷經

4個小時的手術，終於順利完成雙

肺移植。 

根據醫院方面介紹，這位女性

患者 2020年 1月 31日確診染上

武漢肺炎，2月 2日因為病情惡化

而從浙江某地轉院到浙大一院進

行搶救。院方在 2月 3日開始對

該名患者進行氣管插管搶救，2月

16日開始使用人工膜肺 (ECMO，

葉克膜 )。 

經過一段時間的救治之後，該

名患者的病毒核酸檢測轉呈陰性，

但是其雙肺實際上已經變得相當嚴

重，肺功能受損已「不可逆」，因

此，延續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進行

肺移植手術。

報導稱：「1日上午，一位湖

南腦死亡患者捐獻大愛，肺與患者

配型成功，手術進入倒計時；上

午 10點 30分，醫療人員完成供

體捐獻，馬不停蹄趕回杭州；下

午 1點 5分，做好全套防護措施

後，戴上正壓頭套，而由肺移植

科主任韓威力主刀，於 ECMO

下的肺移植手術正式開始；下午

3點 56分，供肺搭載的東方航空

MU5538降落杭州機場；下午 5

點，供肺抵達了之江院區手術室，

醫生即刻開始進行修整，隨後由浙

大一院肺移植科主任韓威力主刀，

並在使用 ECMO之下，肺移植手

術正式展開；晚間 9點 18分，雙

肺移植順利完成。」 

報導稱，肺移植科主任韓威力

術後稱，雖然患者目前體徵平穩，

但是能否全面康復仍需視她能否撐

過關鍵的術後三天。

談及供體時，韓威力聲稱：

「一週之前我們就在全國地毯式尋

找供體，想找到一個與這名患者身

高、體重相對比較匹配的肺源。現

在的這個供體是目前找到的最合適

的一個。」這一次的雙肺移植手術

至少是提前兩天 (2月 29日 )院方

就已預約到了供體，同時已經通過

檢測確認供體和等待接受移植的病

患匹配，所以才會提前兩天就聯繫

桂林機場來為 3月 2日取送供體

開闢所謂的「綠色通道」。 

在此之前，江蘇省無錫市人民

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帶領的醫療團

隊，也在 2月 29日為一名 59歲

兩天兩例雙肺移植 兩主刀醫生都涉嫌活摘被列追查名單 

建制派凝聚力量頂拜登

拜登在贏得南卡羅萊納州 2月

29日的初選後，成功凝聚黨內建制

派的支援。不但布塔朱吉、克羅布

查立即宣布退選支持拜登，先前退

選的奧洛克 (Beto O’Rourke)也

出面為拜登站台。

雖然拜登有貪腐醜聞纏身，又

在近日各種競選活動和辯論中口誤

百出，語無倫次的情況甚至讓人懷

疑他是否有初期老年癡呆症，為何

民主黨建制派仍然為他整合？

保守派政治評論員馬克‧西

蒙 (Mark Simone)認為，民主黨

人看的不只是總統一個職位，而是

考量選票上從國會到地方議會的一

系列選舉。他們擔心社會主義者桑

德斯會壓抑民主黨選民的投票意

願，而造成民主黨在各級政府選舉

上的全面潰敗。

另一名極左候選人，麻塞

諸塞州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

(Elizabeth Warren)雖然一直表現

不佳，卻在 2月 27日從一個超級

政治行動委員會得到了 900萬美元

的贊助，使她得以繼續參選。

雖然沃倫未能在超級星期二贏

得自己的家鄉麻塞諸塞，卻也分散

了桑德斯的選票。西蒙分析，這是

民主黨建制派的一個招術，目的是

【看中國記者亨利綜合報導】

在 3月 3日的「超級星期二」美國

總統初選中，前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挾 2月 29日在南卡羅萊納

獲勝的餘威，席捲了 14個州裡的

9州。而先前領先的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則贏了 4個州。

雖然開票尚未結束，但是拜登

已一反數週前的頹勢，躍居民主黨

總統代表票的第一位。不過桑德斯

在贏得加州這個第一大票倉後仍然

穩居第二位。根據美國 NBC新聞

的推算，拜登將累積 509民主黨

全國大會代表票，而桑德斯則獲得

458票。另一方面，川普（Donald 

John Trump）則在共和黨初選中

輕鬆勝出。

今年的超級星期二，民主黨

在 14個州和海外屬島舉行黨內初

選，決定 1375張黨代表票的去

向，共占 3979初選代表票約三分

之一。桑德斯贏下家鄉佛蒙特、

科羅拉多、猶他、加利福尼亞，

並在緬因州與拜登拚了一個平手。

而拜登則一舉贏下德克薩斯、弗吉

尼亞、北卡羅來納、阿拉巴馬、奧

克拉荷馬、田納西、明尼蘇達、阿

肯色和麻薩諸塞 9個州。第一次上

初選選票的前紐約市市長，彭博新

聞社創辦人邁克  彭博 (Michael 

Bloomberg)則僅拿下美屬薩摩亞。

【看中國訊】3月 3日，

烏克蘭、阿根廷和直布羅陀都

公布發現了首例武漢肺炎患

者。三位患者都是剛從意大利

回到當地後才發現染病。

烏克蘭衛生部公衛中心

代理負責人庫爾辛（Ihor 

Kuzin）3月 3日宣布，該國

境內發現首例武漢肺炎確診患

者。這名男性患者從意大利途

經羅馬尼亞進入烏克蘭，2月

29日在西部城市切爾諾夫策

（Chernivtsi）住院。該患者

的妻子正在家中自我隔離。

據 阿 根 廷 新 聞 網 站

Infobae報導，阿根廷衛生部

門確認該國境內出現首例武

漢肺炎，患者是一名 30歲男

子，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一家

診所接受治療。這名患者曾到

過意大利和西班牙，3月 1日

從羅馬乘機直接飛回布宜諾斯

艾利斯，隨後出現了發燒和呼

吸道症狀。

此外，《歐洲週刊新聞》

（Euro Weekly News ）3日

報導，直布羅陀官方宣布，

該地區發現首例武漢肺炎，

患者從意大利途經西班牙馬

拉加（Malaga）機場回到直

布羅陀。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持續傳播，2月

底，美國確診病例一直上升，

其中加州確診人數最多。最

近，南加州乃至全美華人密集

的社區，突然出現搶購潮。

有華人表示，武漢和中國

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例子。疫來

如山倒，一旦出現大規模感

染，不排除封城封市，封城意

味封商，現在不搶，等待何時 ?

也有華人認為，疫情會造成物

價上漲，現在囤點貨沒壞處。

對此，美國人十分不解，

一位老美表示，他在美國生長

50年，記憶中即便是發生區

域性火災、水災、地震重大災

難，都不會擔心沒吃沒喝。 另

一位參與過多次美國急難救援

的紅十字會美國人表示，在美

國，一旦發生區域性重大災

難，美國政府會首先介入，保

護當地基本民生物價。一旦該

地區宣布成為災區，聯邦政府

不僅會馬上協調控制物價，撥

下專款，而且會緊急調配各地

物資給予大力支援。另外，如

果該地宣布成為災區後，如果

商店提高物價會被視為違法，

美國歷屆政府對於國內災區的

救助都是不遺餘力。

分散桑德斯的選票，確保他不能在

初選中得到過半的代表票。

億萬富翁宣布退選

本次民主黨初選中有兩位自費

參選的億萬富翁，即彭博及湯姆‧

史戴爾 (Tom Steyer)。

史戴爾花了約 2.5億美元參

選，在南卡初選後宣布退選。號稱

世界第九富豪，身家值 550億美元

的彭博因參選太晚，只能在 3月 3

日第一次有資格上選票。為了一舉

成功，他光買競選廣告就花了近 5

億美元。然而他出師不利，只贏得

了海外屬地美屬薩摩亞的初選。 4

日，彭博宣布退選。

川普總統在 3日晚間發推文揶

揄彭博說：「迄今為止，今晚最大

的輸家是『迷你邁克』彭博。他的

『政治』顧問唬弄了他。花了 7億

美元只換來一個綽號『迷你邁克』

（Mini Mike），並徹底摧毀了他的

名聲。好樣的，邁克！」

初選步伐在超級星期二之後會

加快。接下來每一週都會有好幾州

進行初選。一旦紐約、賓州、馬里

蘭等大州在 4 月底舉行初選後，

總統提名的版圖就可確定了。以

目前民主黨建制派的運作方向來

看，桑德斯勢將又像 4年前一樣

被「做掉」。

超級星期二 民主黨戰情激烈

草局強調，一切都處於未知狀態，

包括其規律未知，且缺乏監測技

術，致使防控困難。根據經驗，超

級蝗群移動起來遮天蔽日，數十平

方公里的天空變成黑夜，蝗蟲飛

過，農田盡毀。

值得一提的是，《寧波晚報》

早前報導，因應蝗災到來，鄰近中

國的巴基斯坦已宣布國家進入緊急

狀態，同時向北京求援；中方除了

派出防災工作小組，還籌組 10萬

「寧波鴨子」軍隊，揚言要將 4000

億隻蝗蟲吃得片甲不留。

至於為何選中「鴨子」? 中國

浙江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盧立志表

示，青蛙、鳥類都是蝗蟲天敵，但

只能在指定投放區域內滅敵，若蝗

蟲轉移陣地，便無法跟上，相較之

下，鴨子不但管理上方便，1隻鴨

每天更能吃掉 200隻蝗蟲，具有

經濟效益。

不過，消息傳出幾小時後當局

出面進行闢謠。中國蝗災防治組也

表示，巴基斯坦不適合以鴨子捕食

蝗蟲方法來滅蝗。

另外，近日網上流出一段視

頻，顯示蝗蟲疑似已抵達新疆邊

界，拍攝視頻的網友直呼，「漫天

的蝗蟲，很嚇人。」

在示威現場的消防員與市民相處平和。(ANTHONY KWAN/AFP/GETTY IMAGES）

（TONY KARUMBA/AFP via Getty Images）

烏克蘭、阿根廷
現首例武漢肺炎 

華人瘋搶囤貨 
美國人十分不解

染上武漢肺炎重症男性患者，進行

雙肺移植手術。根據官媒報導表

示，這一次移植手術的肺源是取自

「 外地的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

但是，外界注意到，這名男患者在

轉入無錫市傳染病醫院之後，只等

待了 5天就獲得健康的、配型合

適的雙肺供體，等待的時間如此短

暫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能的。

對此 ,外界強烈質疑 : 能夠在

極短時間內尋找到合適的器官，這

正說明中共存在著龐大的器官活人

供體庫，才能夠為醫療系統隨時提

供所需的器官。

據悉，這兩起針對新冠病毒感

染患者進行的雙肺移植手術的主刀

醫生韓威力、陳靜瑜，早年都涉嫌

活摘器官，而遭到《追查迫害法輪

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