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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人住院治療。截至 18日止，
伊朗已有 17361確診案例，累計
1135例死亡，其中包括副總統、
革命衛隊高級指揮官、外交官、

高級宗教顧問等 14名伊朗高官，
另有 10名高官確診。不過從陸續
揭露的空拍圖與消息指出，伊朗

的確診與死亡案例遠超過官方所

公佈的數據。

在伊朗疫情爆發之初，德黑

蘭當局的反應不是加強防疫、快

速隔離任何疑似病例，而是仿效

中共隱匿疫情，甚至祭出重罰，

懲處散布關於嚴重流行病謠言的

任何民眾。於是，伊朗現代史上

最具災難性的疫情，便如此更大

程度地擴散到中東地區。

疫情在歐洲肆虐的情形也令

人擔憂，根據最新數字，歐盟中

伊朗衛生部 15日表示，伊朗
政府日前已經展開全國疫檢，並派

出 7萬名醫護人員從疫情嚴重地
區展開調查，目前已經完成 1000
萬人的檢測，其中有 21萬人出現
頭痛、發燒等疑似的症狀，有 3萬
人症狀較嚴重，被轉送醫療中心

治療，有 1200人轉送醫院，另有

率先與中國合作一帶一路的意大

利，其確診案例已高達 31506例，
死亡案例則高達 2503例已經破
千，是僅次於中國的重災區。而西

班牙、法國、德國也已成為歐洲疫

情蔓延最嚴重的國家，確診案例分

別為西班牙 11178例、德國 9360
例、法國 7730例。其中西班牙政
府已頒布特別令，禁止出行，除非

是上班族和出門購買生活必需品；

法國總統馬克龍 16日也宣布全
法本土和海外省及領地 15天內限
行，所有人按要求宅在家裡，擅自

在外聚會、搞家庭集會的行動將會

受罰；不過德國目前僅要求各地

學校下週起停課一個月，博物館

也需陸續閉館。

災情最重的義大利雖早已於

10日執行全國封鎖令，試圖減緩

病毒傳播速度，但確診案例仍快

速攀升。而在病毒威脅之下，以

老年人為核心、傳統家庭關係極

為緊密的義大利社會，也正遭遇

前所未有的隔離衝擊。而由於防

疫隔離、封城限制等，大部分的

染病死者，只能在隔離狀態下孤

獨死去，死者家屬多無法當面為

至親摯愛送行人生最後一程。

然在意國重災情況下，北京

竟還藉由消費義大利來漂白美化

自己所犯下的隱匿疫情罪名。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 15日於
推特貼出影片，聲稱義大利民眾

針對北京 12日對該國進行的醫療
物資「救援行動」，在陽台上高聲

「謝謝中國」，而且還於街頭播放

中國國歌，種種的行為皆為了感

謝中方的幫助。

近五萬例確診  伊朗義大利成重災區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中共肺炎從去年底爆發至今已擴

散全球，疫情幾乎失控，就連一

向袒護中共的WHO也不得不在
11日宣布，全球有數十國淪陷、
導致疫情大流行。截至目前為

止，除中國外，以伊朗1萬7千餘
例與義大利3萬1千餘例的疫情最
為嚴重。

寰宇新聞

美抗疫戰略：爭取更多時間

強化防疫控制爭取時間

依據美國疾管局 (CDC)數據

顯示，如不採取有效的防疫控制

措施，將爆發大規模病例，進而

崩解現有醫療系統。而若能壓低

病例成長，則可贏得更多的準備

時間。

如圖表所示，紅色曲線表現

的是若不採取預防措施可能會出

現的嚴峻情況。屆時，病例激增

將使醫療系統無法負荷。第二條

曲線（藍色）顯示，如果採取預

防措施，將拉低病例數，而且分

布時間較長，這將可為醫療系統

贏得更多時間。這也是現在世界

各國應該尋求的目標。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醫學

界認為，感染者 80%以上都是輕

症，只要在家隔離一段時間就會

自行痊癒。所以醫療資源要用在

15-20%的重症病人身上，而「曲

線抗疫」戰略的第一步就是要加

大測試力度，弄清到底多少人感

染了病毒。民眾如果得知自己感

染，沒有重症體徵時就能夠自主

隔離，從而減緩病毒傳播速度，

爭取抗疫布署時間。

目前被全球公認為防疫前段

班的台灣，也正是採取此一策略。

美國有公共衛生專家也曾提

出這種「平緩增長曲線」的抗疫戰

略。川普總統的高級衛生顧問福

奇醫生，也曾多次提到這個策略。

美國總統川普週日（15日）
呼籲美國人民保持冷靜，不要驚

慌失措、搶購物品。白宮高級衛生

官員週日宣布，美國將從本週開

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出檢測系統。官

員表示，在本週內，谷歌網站會在

全美推出一個檢測系統。政府將

在全美各地設立流動檢測站，民

眾坐在車裡就可以檢測，完成病

毒取樣。

醫療供應鏈轉移回美

另一方面，白宮貿易顧問納

瓦羅（Peter Navarro）週一（16
日）表示，他正在準備一份總統

行政命令，將醫療供應鏈從海外

轉移回美國。

納瓦羅向 CNBC表示：「美

國在藥品、醫療用品和設備上非常

依賴全球供應鏈。」「總統行政令

的目的是將所有醫療產品的供應

鏈帶回家，我們不再需要擔心對外

國的依賴。」他補充說，目前 70%

的先進藥品（advanced pharm-

aceuticals）的成分來自國外。

目前疫情的蔓延導致對醫用

口罩的需求增加，就成分體現了依

靠外國供應鏈的挑戰性。

納瓦羅指出，退伍軍人事務、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國防部購買

了大量的醫療設備。他說：「我們

需要讓他們向美國生產商購買。」

馬薩．布萊克本 (Marsha Bl-

ackburn)和鮑勃．梅嫩德斯 (Bob 

Menendez)等議員也對美國依賴

國外供應鏈的現象表示擔憂。他

們上週提出一項議案，將撥款 1億
美元用於開發美國藥品生產鏈。

路透社 3月 15日報導，美國
正在積極爭取研究病毒疫苗的德

國公司 CureVac將研發工作轉

移至美國，但遭德國政府阻止。

CureVac正加緊疫苗的開發，或

成為全球最早投入治療的疫苗。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醫學專家說，美國當前應對中共

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的戰略是：減
緩病毒傳播速度，盡量拉低病例

的增長曲線，以為醫療系統贏得

更多時間。同時也規劃移轉醫療

供應鏈回美措施，並擴大海外抗

疫合作。

美台擴大防疫互惠合作

為了近一步擴大防疫物資來

源與疫苗研究，美國也積極與全

球防疫措施前段班的台灣進行合

作，並於 18日由美國在臺協會
（AIT）與台灣外交部發表聯合防

疫聲明指出，為共同對抗疫情，

台美將進一步強化合作，包括快

篩檢驗試劑研發、疫苗和藥品研

究生產、追蹤接觸者科技技術，

以及防疫醫療用品設備等，其中

疫苗和快篩合作已陸續展開。

台灣外交部部長吳釗燮對此

表示，有鑑於防疫屬於長期作戰，

為確保台美防疫物資不匱乏，依

據此一聲明，台灣近期將於口罩產

能逐漸穩定後，每週提供美方 10
萬片口罩。同時，美方還特別為台

灣保障 30萬件僅有美國前杜邦公
司能夠生產的防護衣原料，以充

實台灣防疫物資，讓彼此在互惠

原則下擴大雙方的防疫能量。台

灣防疫中心指出，上週台灣內部

的口罩產能已達每週 1100萬片，
目前持續增加生產線，產能預計

可增至每週1300萬至1500萬片。

美卿怒嗆北京荒誕謠言

然而，就在各國針對疫情焦

頭爛額之時，北京開始對病毒來

源的說法進行栽贓漂白，誣指病

毒發源來自美國。對此，美國國務

卿邁克‧蓬佩奧週一（3月 16日）
與中共高級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

辦主任楊潔篪通電話，對北京試

圖將疫情傳播歸咎於華盛頓的做

法表示「強烈反對」。

專家建議疫情對抗戰略示意圖。（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專家：減緩病毒傳播速度    拉低病例增長曲線    為醫療系統贏時間

◆美國佛州伯曼法律集團

（Berman Law Group）律師事

務所上週四提起了全國性集體訴

訟，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告進了

法院，訴請理由是隱匿疫情。原

告律師摩爾（Matthew Moore）

表示，若全美受害者都參加訴

訟，求償金額可能達到數十億美

元。他表示，中國未能更迅速地

報告和遏制該病毒，或者未披露

實際病例數，從而在中國武漢附

近地區造成了「實質上是巨大的

培養皿」。訴狀中表示，北京當

局等這些「被告們」明知疫情很

嚴重，卻為了鞏固經濟利益及自身

霸權，隱匿疫情、低報確診數，拖

延了對疫情的防控。該訴訟指責

北京當局與機構「從事超危險活

動」，構成過失行為，造成精神痛

苦和公眾滋擾，並負有嚴格的責

任。他強調，如果中國在知道疫情

嚴重性的時候，早點做正確的事

情，或許現在的疫情就不會如此

嚴重。起訴書長達 20頁。被告包
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華人

民共和國衛生部、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政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急管理

部、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

◆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 17
日發表聲明，新政府將會全力向

國外追回高達 16億美金的一馬發
展公司（1MDB）海外資金。慕

尤丁表示，透過由國家金融犯罪

中心、反貪污委員會、警方、國

家銀行和財政部代表所組成的海

外工作隊，已經向 17個國家追討
資金，且已成功討回 3.2億美金的
海外資金，另外還有 16億美金仍
在追討中。由於希望聯盟政府在 2
月政治鬥爭中下台，美國司法部基

於馬來西亞政局不明朗，且對由巫

統支持的新政府仍不太信任，因此

決定延後歸還 2.4億美元的相關
資金予大馬，因為一馬弊案的主角

納吉也正是前巫統的領導人。

◆西班牙王室 15日表示，國
王菲利普六世（Felipe VI）放棄

繼承父親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的個人財產，並且剝奪

老國王每年 21萬 6000美元的王
室津貼，與捲入財務醜聞的父親劃

清界線。胡安‧卡洛斯一世 2008
年透過離岸帳戶向沙烏地阿拉伯

已故國王阿卜杜拉（Abdullah）

那收受 1億美元的資金。瑞士檢
察官認為這可能牽涉往來麥地那

(Medina)和麥加 (Mecca)的高速

鐵路工程案的回扣，據稱老國王

負責搭起沙國王室和西班牙承攬

工程財團的橋樑。據悉，這筆錢

以一個巴拿馬基金會的名義存入

一間瑞士銀行的帳戶，其中 6500
萬美元是卡洛斯一世給他的前情

婦。菲利普六世也是基金會的受

益人，據稱卡洛斯一世登基時，

沙烏地阿拉伯送了 7200萬美元
當作禮物。王室聲明指出，菲利

普六世曾向公證人表示，他未來

不會接受任何來自該基金會的款

項，並堅稱他對自己是受益者的

事毫不知情，他同時也會放棄任

何可能是非法或損害王室誠信的

資產、股份或投資。

◆日本奧會副會長，同時也

是日本足協會長的田嶋幸三 17日
驚傳確診中共肺炎，再次為東京

奧運的舉辦與否打上了一個大大的

問號。田嶋 2月下旬至 3月上旬曾
出差英國、荷蘭、美國等國，返日

後於 16日發燒，經病毒篩檢結果
呈陽性反應。日本共同社民調顯

示，在疫情延燒下，有高達 69.9%

的日本受訪者認為東京奧運無法

如期舉辦，只有 24.5%受訪者認

為能夠如期舉行。不過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16日在參議院備詢時重
申，希望東京奧運能如期舉行，

「不光只是日本，希望這次也是展

現全球戰勝它的一次奧運」。

◆美國富商比爾 • 蓋茨（Bill 

Gates）13日宣布從微軟董事會
辭職，他也離開了哈撒韋（Be-

rkshire Hathaway）董事會。蓋

茨表示，他想專注於全球健康與

發展，教育和應對氣候變化。現年

65歲的蓋茨是全球首富之一，他
於 2008年卸任微軟總裁。蓋茨被
《福布斯》（Forbes）列為僅次於

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的全

球第二大富翁，身家為 1036億美
元。他與兒時的朋友保羅‧艾倫

（Paul Allen）於 1975年成立了
微軟，後者於 2018年去世。他們
的重大突破發生在 1980年，當時
微軟與 IBM簽署了一項協議，以

構建被稱為MS-DOS的操作系

統。之後透過靈活的宣傳技巧，

以視窗作業系統 (MS Windows)

成功擊敗了功能相較強大的 IBM

的 OS/2作業系統，進而奠定微
軟在PC作業系統上的至尊地位。

但此一說法隨後遭到媒體打

臉指出，3月 15日，美國圖片交
易公司 Getty Images拍下了義

大利羅馬的民眾站在陽台上唱國

歌的情景，且明確表示，他們所

唱的是自己國家的國歌（A song 

for Italy）（《義大利人之歌》）；

另根據美國之音 13日的報導，義
大利民眾在自家陽台上敲擊著平

底鍋，並集體唱中國國歌一事，

是居家隔離民眾為了彼此鼓勵所

為，且唱的是本國的國歌。

義大利的女議員梅尼於接受

電視訪問之時，對中共 12日的這
種所謂的「救援行為」，更是直言

稱：「中共騙不了我的，他並不非

我們國家的救世主。」因為正是他

們把病毒帶入義大利的。

義大利的知名記者龐皮利

（Guilia Pompili）亦於媒體中揭

穿出中共的虛偽無恥。她表示，

中共「救援物資」並非是「捐贈」

的，沒有任何東西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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