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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電子方式發送給高級

醫生的「高度戒備」中的內容，後

來被《泰晤士報》獲得。消息說，

他們不知道會收到多少肺炎病

例，但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應盡

快移出該醫院，只接受最緊急的

王室疫情成員。目前，所有感染

者都將移送一家不太精銳的醫院

接受治療，以提供給皇家最優越

的醫療設施和空間。

現年 84歲的薩爾曼（Salm-

an）國王已經移往吉達附近的一座

島嶼宮殿中僻靜，而王儲則搬到

了紅海沿岸的一個偏僻地點。據

報，沙特王子數以千計，許多人

經常去歐洲旅行，由此或攜帶病

位於利雅得的費薩爾國王專

科醫院的精英醫生正在治療王室

成員，他們正準備再增加 500張

床位，以迎接預期的患者湧入。

該醫院的經營者說：「要為來自全

國各地的貴賓做好準備。」

毒並將其帶回家。沙特王室估計

有大約 15000名成員。

據《紐約時報》報導，現年 70

多歲的首都利雅得的州長、沙特

王子在感染該病毒後正在接受重

症監護。該國約 3300萬人報告了

2932例病例，其中 41例死亡。

消息人士告訴《泰晤士報》，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王室下屬的

成員已被感染。

沙特阿拉伯衛生部長 4月 7

日表示，預計數週內將有 20萬例

病例。官方媒體說，在接下來的

幾週內，研究預測感染的數量將

從最少 10000到最多 200000不

等。他警告說，該國面臨與病毒

沙特逾150名王室成員染疫
【看中國記者黃清編譯】英國媒

體《泰晤士報》引述一份發送給

沙特阿拉伯高級醫生的「高度戒

備」電郵披露，目前多達150名沙
特王室成員感染了中共病毒（又

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報導

稱，薩勒曼國王和穆罕默德．本．薩

勒曼都已被隔離。

歐洲疫情趨緩 振興經濟暖身

約翰遜出院                
英專家不看好疫情

英國首相約翰遜 3月 27日在

推特上宣布感染病毒後，在家自我

隔離至 4月 3日後，因仍有發燒等

症狀，於 5日晚間住進倫敦聖湯瑪

士醫院接受治療，6日下午因病情

惡化轉入重症監護室，9日晚間因

病情好轉而從重症監護室轉入普

通病房。據稱，期間約翰遜一度

病危，幸賴醫護人員的全力搶救

而得以脫離險境。約翰遜在 11日

晚間轉出重症監護室後首次發表

聲明，向倫敦聖湯瑪士醫院所有

救治和照顧他的醫護人員表達敬

意，並說：「我欠他們一條命。」

不過在約翰遜出院並與未婚

妻西蒙茲重聚後不久，英國官方

公布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英國

病毒確診死亡人數已經破萬。英

國政府其中一位顧問專家法拉爾

教授警告說，英國最終可能成為

疫情死亡人數最多的歐洲國家。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英相約

翰遜已於當地時間12日中午出院，
但不會立即返回工作崗位；而目

前歐洲遭受疫情災難最嚴重的意

大利，其每日病毒死亡人數為

三週以來最低，這激發了人們對

大流行開始下降的希望；至於德

國，則將開展歐洲首波中共病毒

（又稱新冠病毒、武漢病毒）抗

體大規模檢測，以評估感染率，

並更有效地監測病毒傳播；法國

疫情則是緩慢穩定，經濟領域重

要人士正在呼籲國人儘速返回工

作崗位，以提振經濟。

國範圍的抗體檢測。

法國經紀人士籲：                 
開足馬力工作

至於法國，入住重症監護病房

的人數總數上升至 7000多例，數

字雖很大，但法國重症監護病房入

住人數的增幅卻是自 3月 17日以

來最低的。看到逐漸趨緩的數據，

法國經濟事務國務秘書帕尼爾‧

陸查尼爾認為，「法國人可能需要

比以前多工作，以此來彌補自從 3

月 17日以來實施的封鎖禁令造成

的經濟損失」，「最重要的是，結

束封鎖，疫情結束後，要開足馬力

工作」。面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衝

擊，法國政府已經解凍 1千億歐

元。法國僱主協會主席也在 11日

呼籲儘快走出所的狀態，稱「法

國需要嘗試從 2021年開始，多創

造一點大眾財富，來填補 2020年

的經濟增長損失，償還危機之間

的債務」。不過安於社會主義路

線的人民，對此顯然深不以為然。

法國北部城市瓦倫西亞的豐

田汽車生產工廠在 4月 10日（星

期五）向該公司工會提交了一份

重啟生產計畫書，當中宣布將在 4

月 21日逐步恢復生產。該公司法

國總工會分部譴責疫情期間談復

工「令人無法接受」。

據法廣報導指出，截至目前，

已經通過公司申請而獲得部分失

業補助的員工數量達到 8百萬人，

涉及超過 70萬家公司，特殊情況

期間，部分失業補助金是平常稅

後工資的大約 84%，國家負責覆

蓋最低合法工資的 4.5倍，其餘

部分企業可以自行選擇是否以及

補償多少。這一數字可以覆蓋法國

95%的雇員工資水平。

意大利疫情數據已出現趨緩   激發了人們對大流行開始下降的希望

對抗的「關鍵時刻」。他說，預

測是基於沙特和國際專家的四項

研究得出的。

包括首都利雅得在內的一些

沙特城市都受到內政部長的 24小

時宵禁。包括該國石油工業補給的

主要入口達曼地區與聖城麥加和

麥地那等都已遭封鎖。與許多中

東國家一樣，沙特阿拉伯的第一例

患者是最近前往伊朗的患者，伊

朗是大流行初期的熱點地區之一。

在嚴重的疫情威脅下，沙國 8

日以避免病毒傳播為由，逕行宣

布9日起在也門片面停火兩星期。

沙國官員表示，包括沙國的阿拉

伯盟邦、受國際承認的也門政

府，將從巴黎時間 4月 9日上午

11點起履行停火兩週。這項決定

未事先與敵對方、受伊朗支持的

也門叛軍「青年運動」（Houthis）

商量，沙國說，若青年運動在停

火期間發射飛彈進入沙國領域，

沙國保留回應權利。

面對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主

義危機，阿拉伯半島最貧窮的國家

也門，至今尚未發現任何的病例。

但是多年戰火早已摧毀該國醫療

體系，援助組織擔心，該國一旦爆

發疫情，將為這個國家帶來毀滅

性大災難。青年運動領導階層尚

未回應沙國停火決定，不過，在利

雅得宣布這項消息前，該組織 8日

向聯合國特使提交一份終止也門

戰爭的徹底解決方案，提出五點要

求，其中包括聯合國與沙國聯盟提

供醫藥用品、隔離設施，協助該

國對抗疫情。

沙國若信守也門停火說法，

可能為結束這場已持續五年的衝

突鋪路。

《衛報》表示，英國政府至今仍未

能提供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給一

線醫護人員以及老人護理院的工

作人員，已經引起政界人士和醫

護人員越來越強烈的批評，他們

要求政府需要檢討至今以來的抗

疫措施。

意大利現轉機                          
小商家開張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目前

歐洲遭受疫情災難最嚴重的意大

利，其疫情已有減緩的趨勢。意

大利官員 12日報告說，境內過去

24小時內共有 431位感染病毒的

人死亡，是 3月 19日以來的最低

數字。這激發了人們對大流行開始

下降的希望。意大利當局也因此開

放了一些小型商家的交易活動，以

解決基層社會的經濟困境。

這個國家還看到了許多壞數

據的低點里程碑，為這個一直到

最近都是歐洲病毒感染、破壞最

嚴重的國家描繪了一幅更為積極

的前景畫面。其中包括連續第九

天，入住重症監護病房的人數和住

院人數一直在下降，這緩解了意大

利醫療保健系統的壓力；數據表

明意大利疫情曲線一週前已經開

始變平，而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趨

勢還在繼續。除此之外，截至 12

日，意大利已經完成了至少一百

萬次病毒測試，這比 3月底的測試

數量翻了一番，雖然因此也挖掘出

不少陽性患者，但也同時提高了

及早隔離防疫與治癒的比例。這

一趨勢也同時顯現在西班牙與法

國。西班牙 14日的每日死亡人數

仍然是可怕的 637人。但這「僅」

增加了 5.7%。是近日的一半。

防疫模範生                         
德實施大規模抗體檢測

在這波疫情中，防疫表現最

為出色的歐盟國家可說是德國。

據法廣報導指出，德國將開展歐

洲首波病毒抗體大規模檢測，以

幫助研究人員評估感染率，並且

更有效地監測病毒傳播。三項血

清學檢測將幫助確定病毒的傳播

範圍以及感染者死亡人數，從而

讓當局決定何時可以允許人們恢復

正常生活。德國已經成為疫情檢

測的領導者，每天進行 10萬次檢

測。最令人嘆服的是，德國採取 10

人一組採樣混檢方式，如此，只需

針對混檢呈現陽性的 10人組再做

個別採檢即可，大幅降低採檢樣

本數，加速採檢效益。報導稱，迄

今還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實施了全

意大利各方疫情數據已呈現趨緩，當局為顧及小本生意的普羅大眾，近期優先讓小商家開張交易。（AFP）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軍尼米茲級核子動力航母

「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爆發中共肺炎（又

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群

聚感染，疫情一度緊張。目前

92%船員已完成檢測，共有

3673名船員檢測結果呈陰性，

確診病例逾 550例。

據 CBS報導，海軍在 11

日發布的新聞稿中說，自羅斯

福號在關島停靠後，有 3696

名水手已經上岸。美國海軍表

示，出現嚴重症狀的船員，將

會盡速從艦上被撤離，安排治

療。大部分船員只出現輕微症

狀，可以留在船上隔離並接受

觀察，直到達到恢復到可工作

的標準為止。

羅斯福號自 3月 25日傳出

有船員確診肺炎以來，爆發群

體感染，確診人數不斷上升。

由於擔心疫情在艦上蔓延，

艦長克勞齊上校（Capt.Brett 

Crozier）罕見致信美國海軍部

緊急求助。

當船上有幾十人的病毒檢測

呈陽性後，克勞齊違反常規地

給 20餘人發出求救信函。他將

艦上的情況與遊輪「鑽石公主」

號上的爆發進行了比較，但他說

羅斯福號的密室幾乎不可能對

感染的船員進行隔離，遏止病毒

蔓延。

他說：「鑽石公主號比羅斯

福號更有效隔離船上人員，這

是因為鑽石公主號擁有大量分

隔式房間。在這樣的情況下，

郵輪上還是有數百人受感染；

羅斯福號可能會更糟。」

美航母羅斯福號逾550例確診寰宇新聞

◆俄羅斯在 8日宣布新增了

1175例的確診病例，不只創下單

日新高，也已連續 2天增加千例

了，這似乎顯示俄國疫情正在快

速惡化中，這也導致俄國對於領

土內中國人採取最嚴厲的隔離措

施和監控，如今更將大量的中國

人遣返。從網民所發布的影片顯

示，近日有數十萬被俄國遣返的

中國人入境到黑龍江綏芬河市，

目前綏芬河市所有的賓館都已經

爆滿了，甚至連體育館也皆住滿

人。俄羅斯此舉恐讓黑龍江將隨

著大量入境的感染者，造成疫情

大規模的爆發。

◆芬蘭國家緊急物資局主管

洛內馬耗資千萬歐元採購醫療防

護用品，不料 7日第一批中國製

口罩到貨後，經檢驗不符標準，

無法提供醫院工作人員使用。芬

蘭總理馬林表示，她對洛內馬失

去信心，洛內馬遂引咎辭職，已

獲批准。據悉，這批不合格的口

罩，為洛內馬花費五百萬歐元向

高利貸放貸者透過中間商購得。

據悉，該中間商以一家設立於中

國廣東省東莞市廠商的證書，欺

騙芬蘭政府。定居芬蘭的中國異

議人士李方表示，中國有很多代

理公司會為出口企業偽造各國認

證標準。芬蘭國家緊急物資局表

示，14日還有三架貨機從中國載

送第二批醫療物資抵達芬蘭。在

病毒延燒全球之際，中國啟動防

疫公關形象戰，向各國輸出防疫

物資，但屢傳質量不佳。

◆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附近

的禁區村落佛迪米羅夫卡於 4日

發生森林大火，已經延燒 11天，

一度接近因車諾比核災事故而廢

棄的普里皮亞特（Pripyat）城

市，引發放射性廢料外洩的疑

慮。根據檢測數據顯示，這場大

火使得起火點的輻射值比平常還

要高出 16倍，部分地區因輻射值

攀升導致消防員滅火「受阻」。

烏克蘭官員在當地時間 13日宣

布，在數百名消防員以及直升

機、飛機滅火努力下，大火已撲

滅，同時核電廠周圍的輻射監測

仍在正常範圍內，無需採取額外

的防護措施。不過綠色和平組織

指出，大火的嚴重性超過官方估

計，大火一度距核電廠與放射性

廢料儲藏區僅剩 1.24英里（約 2

公里）。

◆非洲自去年迄今已經有許

多國家發生 70年來最嚴重的蝗

災，損失慘重。現今第二波的蝗災

又再度來襲，而且其數量約前一次

的 20倍之多，大多是剛長大的蝗

蟲，它們的食量比成蟲還大，將

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根據外媒報

導指出，有數十億隻的沙漠蝗蟲

入侵了東非大部分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