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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gendhat）告訴《每日電訊報》：

「英國政府根據來自世界各地的信

息，模擬了他們對該病毒的反應。

如果一個國家誤導你，是不可能做

到準確的模擬反應的。北京政府

的謊言正在奪去英國人的生命。現

在，英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

重新定位與中方的關係。」

該委員會的「病毒免疫（Vir-

al Immunity）」報告還特別指出，

伊朗和俄羅斯也負責傳播有關該

流行病的虛假信息。

該委員會呼籲英國政府應與

國際盟友一道努力，積極「面對

和反駁」這些外國力量傾瀉出的

議員們在一份新報告中稱，

病毒起源的中國，試圖「混淆」疫

情爆發時的真實情況，當時中國

本應在蒐集有關其傳播的數據方

面發揮關鍵作用。

該委員會主席圖根哈特（Tom 

虛假信息。

議員們還特別讚揚了舉報人

李文亮醫生的方式——他是最早

就這種在武漢肆虐的新病毒發表

言論的人之一——在 2月分死於病

毒之前，他被迫承認自己「發表虛

假言論」。該委員會說：「這種對

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其他國

家科學家的故意誤導，掩蓋了在

大流行的關鍵早期階段的分析。」

「關 於 COVID-19 的 虛 假

信息已經奪去了生命。英國政府

必須在國內發出明確和透明的資

訊，以對抗和反駁外國力量所散

布的造謠。」

「他還必須與盟國密切合作，

盡可能建立統一戰線，並幫助確

保重要的國際研究努力不會因宣

傳和不良數據而受到損害。」

在外交委員會的這份報告發

表之際，4月 6日發布的另一項

重要研究報告，呼籲英國通過國

際法庭向北京政府索賠 3510億英

鎊，以補償疫情蔓延到英國造成

的損害。

這項來自外交政策智囊團亨

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研究得出結論，在北

京造謠運動之後，七國集團 (G7)

的經濟已經損失了 3.2萬億英鎊。

英重新定位與中關係    英智庫呼籲要求鉅額賠償
【看中國記者梅音、萬厚德綜合

編譯】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

席4月6日警告說，在對抗中共病
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

過程中，中國和其他國家精心策

劃的造謠活動正在「犧牲英國人

的生命」。

英首相進加護病房  牽動政壇

病情惡化轉加護病房

3月 27日，約翰遜的病毒檢

測結果呈陽性，引發英國上下一

片譁然。約翰遜在出現症狀後進

行了約一個星期的自我隔離。一

直到了 4月 5日星期日晚上，約

翰遜承認有病毒的持續症狀，病

情開始出現惡化。在他的醫療隊

建議下，於 5日送往倫敦聖托馬

斯醫院接受測試。截至6日上午，

約翰遜狀況都還不錯，但到了下

午開始出現惡化，晚間 7點被轉

往加護病房。

首相官邸表示，約翰遜在被

送進加護病房前「意識清醒」，直

到 7日深夜為止，他的狀態都還算

「穩定」。當局強調，約翰遜目前

還能自主呼吸且未出現肺炎症狀，

當前不需要插管，或使用人工呼吸

器；但首相依舊呼吸困難，持續得

上氧氣面罩。因此暫時還得留在加

護病房，接受進一步的醫療觀察。

無獨有偶的是，約翰遜已經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中共

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症狀惡化後，於6日晚間送入
醫院加護病房(ICU)。據英國《鏡
報》7日報導，正在重症監護室接
受治療的英國首相約翰遜已經退

燒，病情趨於穩定。暫代職務的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亦於7日表示，
約翰遜的病情不但穩定、自主呼

吸，且不需要呼吸器。英國政界

憂心，約翰遜病情一旦拖長，英

國將陷入憲政危機。在全英陷入

此一低迷氛圍時刻，歐盟批准英

國一項500億英鎊的「保護傘」計
畫，適時地為英國受創的勞工社

會注入一股活水。

於 1月底脫離歐盟，但歐盟法律

在脫歐過渡期結束前依然適用，

因此「保護傘」計畫也一如各成員

國，必須要獲得布魯塞爾首肯。

所幸布魯塞爾確實展現了「充

分彈性」的承諾，在 6日批准了

英國「保護傘」計畫，這也多少提

振了約翰遜染疫，舉國一片失措

下的低迷氣氛。該計畫將對關鍵

企業提供直接補助與補助性公共

貸款，同時鼓勵研究如何預防、

處置和治療該肺炎。

中製篩檢盒不給力            
英購350萬套全失效

英國目前確診人數為 5萬 5

千餘人，排名第 8；死亡人數則為

6千 1百餘人，排名第 5。當局為

了擴大篩檢，及早防治，英國政

府近日進口了 350萬套「中國製」

的病毒試劑盒，但近日傳出，這

些試劑盒全都不合格，根本無法

檢測輕症狀及無症狀的患者。

英國測試負責人約翰‧牛頓

（John Newton）4月 5日表示，

英國政府正遭受「重大的挫折」。

他提到，英國政府從中國訂購的

測試盒，僅能測出病毒感染嚴重

的病人，而不適用於有輕度症狀或

無症狀的患者。牛頓告訴媒體，訂

購的試劑盒沒有一項通過評估，不

值得大規模推廣。

此一現象已發生在許多國家，

歐洲除了英國，還有西班牙購自中

國的 34萬套病毒快篩試劑盒，捷

克自中國購買的 18萬套快篩試劑

盒，錯誤率高達 80%，根本無法

使用。而荷蘭購自中國的 130萬

只「KN95」規格並配有 FFP2質

量檢驗合格證的口罩，也被荷蘭衛

生部門發現全數不合格而遭全面回

收、暫時棄置，等候處理。

拉布僅是「職務暫代」  而不是「代理首相」  實際權力相當有限

唐寧街的消息來源暗示，當

大流行結束後，這個共產主義超

級大國將面臨「清算」。

鄧肯‧史密斯爵士在允許中

國公司華為進入 5G網絡後，領導

了議會反對首相有關華為的決定。

他說，英國必須重新考慮與中國

的關係。這位前保守黨領袖表示：

「由於北京的掩蓋和延誤，全球衛

生專家認為，世界其他地方沒有足

夠的時間為大流行做好準備，這意

味著疫情的影響最有可能惡化。」

他強調：「我們大家必須重新思考

這種關係，並將其置於更加平衡

和誠實的基礎上。」

懷有身孕的女友此前表示，她也

出現了感染症狀，目前正在隔離

和恢復中。

撼動政界                       
考驗朝野共體時艱默契

約翰遜的意外中標，撼動了英

國政界，雖然他此前已要求第一國

務卿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

必要時作為他的代表。而根據不

成文憲法，拉布暫代首相確實無

須透過選舉，但權限卻極為限縮。

首相官邸與內閣於 7日對此一暫代

定義做了補充指出，拉布僅是「職

務暫代」，而不是「代理首相」，

除主持例行防疫與國安會議外，

他沒有開除或任命內閣大臣或部

長的人事權力，也不能代表內閣

「面見英國女王」報告執政週記。

由於無法執行決策，在面對

每三週必須檢討一次全境封鎖令

的境況下，拉布面對即將到期的

13日復活節當天是否解禁或展延

一事，只能尷尬地閃躲記者們的

追問。更何況這還牽涉到防疫優

先，亦或經濟維穩的兩派人馬壁

壘分明的對峙。暫代下群龍無首

的局面，已逐漸讓政界的憂心浮

出檯面，也考驗著朝野上下「國

難當頭共體時艱」的政治默契。

在約翰遜染疫後，前保守黨

梅傑立即公開要求黨直接安排接

替執政的人選與責任流程，而內

閣部長戈夫與衛生大臣韓考克間

的防疫爭權，也讓朝野為之側目。

不過前保守黨黨魁史密斯則

表示，他對拉布「很有信心」，

因為拉布身邊會有知道首相相關

工作流程的內閣官員，而也已因

應這個狀況，妥善規劃了應變措

施。據《金融時報》的報導，內閣

其實已經制定好了一個政權交接

的緊急備案，唯因「氣氛敏感且

對約翰遜本人不尊重」，該文件

仍被加密封印中。

英500億「保護傘」計畫    
歐盟開綠燈

目前社會所至為關切的，除

了自身的健康安危外，個人及企

業的重大收入損失，應是最受普

羅關切的議題。各國政府對於如

何支持被疫情與各國封鎖措施所

重創的勞工，莫不殫精竭慮，英

國自也不例外。早在約翰遜染疫

前，英國便擬定了一項 500億英

鎊的「保護傘」計畫，以助民間企

業不被此次疫情擊垮。

而對於各國的緊急紓困措

施，布魯塞爾當局已允諾會展現

法規的「充分彈性」。歐盟對於

各成員國當局的補貼措施，一般

都會施予嚴格的限制。英國雖已

英相約翰遜不幸於3月27日確診染疫，4月5日入院，6日轉入ICU。（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朱莉綜合報導】

近日，印度的國際法學家委員

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ICJ） 和 印 度 律 師

協會已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

申訴，要求北京政府就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在全

球蔓延造成的巨大損失做出賠償。

據印度《論壇報》報導，印度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和律師協會機

構，控告北京秘密研發大規模殺

傷生物武器，目的是買空經濟崩

潰國家的股票，控制世界經濟。

據《蘋果日報》4 月 5 日報

導，印度律師協會提出國際申

訴，就北京政府隱瞞疫情索償 20

萬億美元。印度律師協會主席兼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主席阿加瓦拉

（Adish C.Aggarwala）在訴狀

中寫道：「鑒於中共秘密開發大規

模殺傷人類的生化武器，我們謙

卑地祈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可

以要求和命令中共，向國際社會

及其成員國，尤其是印度，做出

應有的賠償。」

該報導稱，據申訴人進一步

指出，北京政府在疫情初期有意

審查信息，隱瞞真相，並封殺李

文亮等醫生的預警，同時，「北京

政府沒有充分對感染者的旅行進

行管制，從而導致他們進一步汙

染了世界」。

阿加瓦拉在申訴書中提到，

疫情大流行對印度經濟造成商品

供求不平衡，以及邊緣化人口遷

移等影響，「印度的經濟活動被停

擺，反過來又對該國的本地經濟

及全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打擊。」

申訴書還指出，中共精心策

劃了一個「陰謀」，造成在世界範

圍內傳播病毒，此舉違反《國際衛

生條例》、《國際人權和嚴重違反

國際人道主義法和世界人權宣言》

條款的規定。因此，印度向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投訴，要求中共做

出 20萬億美元的賠償。

另據印度《經濟時報》報導，

近日，巴基斯坦前內政部長、巴基

斯坦人民黨參議員拉赫曼．馬利克

（Rehman Malik），寫信給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建議其組建中

共病毒專門委員會，調查這一病毒

是否是人造的，及其來源地。

1日中國被任命為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高專小組成員，將在任

命人權調查專家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引發廣泛爭議。

印度提出申訴    索賠20萬億美元
【看中國訊】歐洲各國疫情

仍處於危殆之勢，德國表示，

疫情最嚴重的時刻尚未到來。

俄國則疫情嚴重。

雖然德國的病死率一直較

低，但德國政府要求人們不要

鬆懈，要繼續避免社交往來。

德國總理辦公室主任布勞恩

（Helge Braun）向《法蘭克福

匯報週日版》表示：「疫情最嚴

重的時刻尚未到來。我們政府

的職責是為民眾應對這場危機

最艱難時刻做好準備。」德國外

長馬斯呼籲民眾遵守目前在全

德範圍實施的交際禁令，特別

是即將到來僅次於聖誕節的復

活節當天，也不能例外。

俄羅斯方面，總統普京曾

誇口在三個月內克服疫情，儘

管在日前祭出暫停公共餐飲營

業和限制旅客入境等防疫措

施，3月 27日開始暫停所有的

國際航班，但仍然無法抑止疫

情延燒。俄國迄今已經累計有

6343 例確診，及 47人死亡。

光是莫斯科地區至今，已經累

計 4848例確診，由於莫斯科

成為重災區，而使得伊爾庫茨

克（Irkutsk）、克拉斯諾亞爾斯

克（Krasnoyarsk）及托木斯克

（Tomsk）等 3個地區，已經下

令對於來自於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的民眾，都必須進行隔離14天。

早前一份民調，調查俄羅斯

公民，對於俄國控制該疫情的信

心程度，結果有近六成民眾，

都相信疫情最糟糕的情況還未

到來，人們甚至湧入超市購買逾

4個月以上的存糧，顯見民眾對

政府的信心已經崩盤。

德疫情未到高峰  俄疫情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