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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司工業品製矽膠

材料竟含燃料添加劑 去除手術費高達18億

日本皇室接受民眾朝賀

【本報訊】據中新社東京 1 月 2 日消息：日本皇室 2
日在位於東京市中心的皇居內舉行新年朝賀活動。明仁天
皇發表新年賀詞，祝願日本國民新年順利，並祈禱世界和
平與幸福。

明仁天皇在賀詞中說： 「很高興能和大家一起慶祝新
年。去年，東日本大地震、各地暴雨等災害讓我們心情非
常沉痛。受災群眾的生活依然艱苦，但災區重建也取得不
少進展，希望各位國民今年一切順利。值此新年之際，我
也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幸福。」除明仁天皇外，皇后美智
子、德仁皇太子、雅子皇太子妃、文仁親王等成年皇族成
員悉數出席，大批民眾和遊客前往朝賀，負責皇室事務的
宮內廳一名工作人員預計當天朝賀人數達8萬餘人。圖為
日本當天揮着太陽旗朝賀皇室的民眾。

留美女生帶電槍登機被捕
【本報訊】據美聯社1月1日消息：一名來自中國的

女留學生，由於試圖攜帶一個有電擊功能的手電筒登上飛
機，被紐約警方拘捕。據悉，被捕華裔女生名叫謝思慧
（音譯，Sihui "Hannah" Xie），是堪薩斯州海斯堡州立
大學的學生，1日她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出發，準備乘
坐飛機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據美國運輸安全局稱，
謝思慧行李箱的手提行李接受機場 X 光保安檢查時，被
發現當中藏有一把看來是電筒的東西，經仔細查看後，證
實它亦可用作電槍。女生隨即被捕，控以藏械罪名，她否
認控罪，但最終有可能被處以罰款。

英國槍擊案1屋4死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網絡版1月2日消息
：英國達勒姆郡1日懷疑發生槍擊案，造成1男3女死亡
。案中尚有一名女子受傷。警方於1日晚上11時45分接
到報告，指達勒姆郡彼得李鎮一間半獨立屋內有多人中槍
。一支獵槍在男死者遺體旁被發現。

警員到場後不久，在案發街道的另一個住宅，發現除
上述3名女死者之外一名受了槍傷的女子，她隨後接受治
理。警方在地下一層的不同房間發現各具屍體。醫護人員
證實該 4 人全部當場死亡。男死者相信 40 來歲。而女死
者當中，最年輕的一人相信只有十多歲。圖為英國警員在
案發現場。

洛杉磯歲末爆40燒車案

【本報訊】據美聯社洛杉磯1月1日消息：美國洛杉
磯年末發生四十多宗系列燒車案，當地警方1月1日開始
通緝一名涉案男子，並派發該男子作案的閉路電視錄像。

據報道，自去年12月29日以來，洛杉磯的荷里活區
、西荷里活區、北荷里活區和費爾法克斯區發生一系列燒
車事件，懷疑有人縱火。在燒車案件中，沒人受傷。當局
說，他們正在調查共43宗懷疑縱火案，大多數是停泊車
輛遭縱火。當局沒有披露這些燒車案是如何發生的，或警
方在現場搜集到什麼證據。警方懸紅六萬美元，獎賞導致
縱火犯被捕並被定罪的消息提供者。據悉，涉案男子是一
名白人。星期六有一個錄像帶顯示，該名男子從一宗燒車
現場所在的荷里活大道地下停車場裡出來。圖為去年12
月31日洛杉磯消防員在燒車案現場中解救一名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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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1月1日消息：美國華盛頓州雷
尼爾山國家公園一名女園警1日截停一名男子時，遭人開
槍打死。事發後，當局封鎖了這個佔地950平方公里的公
園，在鋪滿積雪和崎嶇的地形中搜索一名懷疑涉案的槍
手。

槍手新年槍擊釀4傷
公園所屬地區的縣治安官發言人特羅耶1日晚上稱，

24 歲男子巴恩斯懷疑同女園警安德森被殺一案有關，而
且相信有野外求生技能。據悉，巴恩斯曾參與伊拉克戰
爭。當局已起回他的汽車，車內有武器若干，和一件護
體裝甲。警方說，巴恩斯相信亦同1日凌晨在西雅圖以南
一個室內派對發生的一宗槍擊案有關。該案有4人受傷，
其中兩人情況危殆。

當局相信槍手仍在森林中，而且持有武器。他們要
求人們不要到公園去，身在園內者則請離開。特羅耶說

： 「我們現在的情況確實非常危急。」當局正跟蹤雪中
懷疑來自槍手的足跡。工作人員可能派出一架具追熱功
能的飛機前往案發區域。特羅耶說： 「我們相信已發現
他的縱跡，但他比我們走得快。」

警方出動百人搜索
巴徹說，1 日早上 10 時 20 分左右，槍手加速駛過一

個檢查訪客輪胎的檢查站。一名園警隨即開車追蹤，最
後由安德森阻塞道路，截停該名槍手。槍手逃走之前，
向安德森和該名最初跟縱他的園警開了若干槍，安德森
不幸中槍死亡。

巴徹說： 「我們不知道槍手手上有什麼資源。我們
無法肯定我們要面對什麼。我們知道他有武器，但數目
不清楚。」據悉，目前在山上的政府人員約有150人，包
括華盛頓州巡警部門、美國森林服務局和聯邦調查局的
人員。搜索人員有可能等到早上才繼續工作。

美漢槍殺女園警逃匿森林

【本報訊】據中新社華盛頓1月1日消息：
隨着 2012 年新年的來臨，美國總統大選首場
「前哨戰」3日將在艾奧瓦州正式開打，標誌着

美國大選的序幕正式拉開。對於共和黨的7名總
統參選人而言，他們很快將發現華裔選民是他們
最難攻克的 「堡壘」─多年來，華裔一直是
全美選民登記率和投票率最低的族裔之一。

華裔選民參與意願不高
艾奧瓦州華人協會執行主席燕曉哲說： 「艾

奧瓦州的共和黨初選已進入白熱化，美國各族裔
選民熱情高漲，然而相當多的華裔選民仍持 『事
不關己』的態度，參與大選意願不高。」燕曉哲
是艾奧瓦州總統大選志願人員的組織者之一，在
過去幾屆總統大選中，他曾幫助多名候選人拉選
票、募捐款，而華裔對政治的冷漠時常讓他深感

挫折，在他看來這等於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利。
「艾奧瓦州是確定美國總統的第一步，是通

向白宮之路的第一站，各個總統候選人都不惜重
金在此造勢，現在7名共和黨參選人中有5名最
近半年幾乎 『常駐』艾奧瓦。」燕曉哲認為，華
裔選民在該州的表現會直接影響到總統候選人在
整個競選過程中對華裔的重視程度。

共和黨候選人競爭激烈
根據最新民調，共和黨總統參選人中排名領

先的羅姆尼與保羅在艾奧瓦州的支持率分別為
24%和22%，只差兩個百分點。而民主黨的奧巴
馬與潛在的共和黨對手羅姆尼之間的支持率分別
為47%和46%，也僅相差一個百分點。

據悉，目前艾奧瓦州三百萬人口中，華人只
有一萬人左右，其中有 5000 人左右具有公民身

份和投票資格，共和黨的支持者約 2500 人，但
真正出來參與此次共和黨預選的華人預計只有一
千多人。雖然華裔人數不多，但卻常常能夠發揮
「最後一根稻草」的關鍵作用。在 2008 年民主

黨的總統候選人預選中，希拉里就是以幾千張選
票之差輸給奧巴馬。

目前全美華裔約有400萬，約佔美國人口的
1.3%，雖然人數不多，但在目前共和黨參選人及
其領先的候選人與奧巴馬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的情
況下，這1.3%完全可能成為 「關鍵的少數」。

分析人士認為，這 「關鍵的少數」並非政治
虛構，而是具有實際意義，若華裔選民投票率不
高，就可能失去爭取成為亞裔社群中堅力量的最
佳機會，也會長時間失去兩大主流政黨的重視，
因此決不能掉以輕心。

共和黨艾州初選今開打
美華裔選民或成關鍵少數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1月1日在艾奧瓦州出席
競選活動 美聯社

【本報訊】據英國《獨立報》網絡版1月2
日報道：威脅 5 萬名英國婦女的法國公司生產
劣質隆胸矽膠醜聞，揭發乳房植入物（隆胸）行
業多年來都缺乏正式的規管。

英國的外科醫生 1 日呼籲建立全國乳房植
入物登記冊，規定所有破裂個案都必須申報，
以確定哪些裝置有瑕疵，可能對女性構成潛在
威脅。病人應該獲發 「植入物護照」，紀錄手
術詳情和所使用的裝置，以便發生問題時可以
追究責任。

問題矽膠破裂率未明
醫學界作出這項要求之時，外界未能確認

法國聚植入修復體公司（PIP）生產、超過5萬
次英國手術使用的植入物，發生破裂的比率確
實有多高。這些植入物含有工業用矽膠，售價
僅及傳統植入物的1/5左右。

英國藥品與保健品管理局的官方數字指，
發生破裂的比率不足 1%，低於法國的 5%和英
國私家診所 Transform 所報告的 7%。然而，有
消息指藥品與保健品管理局所接收的發生故障
比率資訊並不全面之後，英國衛生大臣凌士禮

下令趕緊進行檢討。

藥品管理局措手不及
PIP 的植入物獲得法國規管人員認可的兩

年之後，該公司被指在沒有作出公布的情況之
下，棄用醫療用矽膠，而改用床褥使用的工業
用矽膠。而涉及破裂率偏高的問題出現之後，
該植入物2010年遭到禁制，PIP亦在該年結業。

英國美容整形外科醫師協會會長法塔赫 1
日說： 「藥品與保健品管理局被殺個措手不及
。他們盲目依賴現成的破裂率資料，而這些資
料顯示發生故障的比率不足1%。我們需要一份
全國乳房植入物登記冊，屆時無論診所、醫院
或外科醫生，都有責任記錄所用的植入物和報
告破裂事故。如果我們一早這麼做，那麼 PIP
即使開始使用非醫療用矽膠，相關的趨勢也可
以在一、兩年間顯現出來。」

目前隆胸行業在英國每年可帶來過億英鎊
的收入，每年都有2萬至2.5萬名婦女，每人花
4000至5000英鎊動手術。全國隆胸登記冊雖然
在1990年代設立，但英國政府7年前已停止出
資。

英隆胸業缺乏規管

◀ 2001 年 1
月，PIP 公
司的創辦人
馬斯在自家
工廠內手持
矽膠拍照

資料圖片

英國有超過五萬名婦女接受過該種乳房矽膠，包括
一些乳癌生還者。在此之前，人們一直以為該矽膠內只
是凝膠。事實上，由巴黎RTL電台委託化學家調查，發
現一系列可能極其有害的物質，包括 Baysilone、硅酮橡
胶和壓敏硅膠。其中，Baysilone 被用作燃料添加劑，硅
酮橡胶和壓敏硅膠主要用於橡皮管製造。

原料係工業用品大雜燴
RTL電台發言人說： 「PIP矽膠的材料都是工業用品

的大雜燴，這些工業用品未受過是否對人體有害的臨床
測試。其中包括一款燃料添加劑。」

該名發言人說，在法國面臨過失殺人罪指控的PIP公
司七十二歲創辦人讓─克勞德．馬斯，把所有這些化學
物質混在一起，作為其 「秘方」的一部分。這使他可以
用非常便宜的價格大量出售該矽膠，並使他成為千萬富
翁。RTL電台發言人說： 「當這些化學物質互相混合起
來，所謂秘方便完成了。」

受RTL委託做這項研究的毒理專家安德雷．皮科特
說： 「全都是一些醫療界不知道的產品。」他補充說，
這種混合 「已接近犯罪」。代表受影響法國婦女的律師
菲利普．庫爾圖瓦說： 「我們無法相信凝膠中竟然包含
燃料添加劑。」他說，世界各地衛生當局，包括英國國
家醫療服務系統，一旦發現有婦女投訴因植入這種隆胸
物而感到不適，就應下令對該凝膠進行更深入分析。

矽膠每個約值50英鎊
據悉，PIP 的矽膠每個約值 50 英鎊，遠較其他品牌

的300英鎊低。然而，PIP的矽膠據說就像 「融化了的牛
油」那樣，一旦破裂就較難被抽走。

據報道，相關統計數字顯示，PIP 公司的矽膠有 8%
的破裂率，比過英國醫療安全監管機構宣稱的破裂率高
八倍。有些受害者說，私人診所索價3000英鎊替她們除
去該矽膠。這些診所說，它們是誠實地購買這些矽膠來
替顧客隆胸的，如果免費替她們去除這些矽膠，它們將
面臨巨大經濟損失。

英國衛生大臣凌士禮已下令對PIP公司的矽膠安全性
進行緊急檢查，並承諾如果有問題，政府將根據情況採
取必要措施。他表示，希望在數日內發表檢查報告，業
界專家預期他將效仿法國，建議那些有PIP公司矽膠的婦
女把隆胸物除掉。然而，一次去除手術，費用3000英鎊
，英國受影響婦女去除手術總費將高達 1 億 5000 萬英鎊
（約港幣18億）。

英5萬隆胸婦女受害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月2日

報道：法國隆胸工藝公司（PIP）製造的劣質
隆胸矽膠，嚴重威脅英國5萬婦女健康。近日
，法國科學家對PIP生產的矽膠 「秘方」 進行
全面分析，發現該矽膠含有 「近於犯罪」 的
化學物質，甚至包括一種燃料添加劑。

▲巴恩斯被懷疑與女園警安德森被
殺一案有關 美聯社

▶ PIP 所生產的矽膠破裂率未明，英國隆
胸行業被指多年疏於規範 資料圖片

曾參加過伊戰 有野外求生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