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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室禁刊哈里裸照

40歲後當父親不利後代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中新

社 22 日消息：《自然》期刊刊登的一項研
究說，40 歲以上的男人生孩子將基因變異
傳給後代的可能性較 20 歲時做父親高出兩
倍，這有可能增加孩子患精神分裂症、自
閉症和其他遺傳疾病的風險。該研究領域
的一名專家說，年輕人如果擔心，可以考
慮將精子冷凍起來。研究同時指出，並沒
有在母親生育年齡變化方面找到類似的相
關性。

主持此項研究的凱里．斯蒂芬森博士
和他的研究小組對 78 對父母和他們的孩子
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進行了排序。結
果顯示脫氧核糖核酸變異或輕微變動的數

量與孩子父親的年齡有直接關係。研究結
果顯示，20歲生孩子的男人平均遺傳25個
基因變異，而40歲做父親的男子則將65個
變異傳給孩子。

斯蒂芬森表示： 「考慮到各種人口
變量和環境因素，父親年齡的因素居然
是引發下一代自閉症等精神疾病風險變
化的主導因素，這樣的研究結果絕對令
人吃驚。」

這一研究成果來自於冰島的一家研究
基因遺傳學的公司，除凱里．斯蒂芬森外
，還有冰島大學、丹麥奧胡斯大學等機構
的研究者參與這一研究。

可愛動物
兩隻金翅雀冬天在一堆種子上方隔空對決。

一隻小海豹在發生沙暴的下午，在陽光普照的海
灘 上 休 憩 。 這 兩 張 圖 片 都 取 自 新 書 《2020
Vision》。該書輯錄了20名頂尖自然及野生生物
攝影師在 20 個月內於 20 個英國主要生態區拍攝
的野生動物的照片。 《每日郵報》

最老雄性熊貓柏林離世
【本報訊】據新華社柏林22

日消息：德國柏林動物園頗受遊客
喜愛的大熊貓 「寶寶」 22日上午
在館舍中離世，享年34歲。 「寶
寶」 死因尚不清楚，動物園方認為
，牠多因年老自然死亡。

旅德32年，作為中國國禮的
大熊貓 「寶寶」 給德國民眾帶來了
歡樂和美好的記憶。得知 「寶寶」
離世，不少德國民眾感到惋惜和不
捨。

柏林動物園猛獸館館長赫納．
克勒斯介紹，作為世上最長壽的雄
性圈養大熊貓， 「寶寶」 18日吃
得還好，但牠自19日起停止進食
飲水。按克勒斯的說法，每年夏季
炎熱時，大熊貓通常不願進食，這
對年事已高的 「寶寶」 來說尤其不
利。

克勒斯說，動物園正對 「寶寶
」 進行屍檢以確定死因。不過，

「寶寶」 多半是因為年老正常死亡
，因此檢查發現是有心臟病還是肺
病等都顯得不太重要了。

至於 「寶寶」 的後事，克勒斯
說， 「寶寶」 的遺體會像其他已經
離世的大熊貓一樣，送到博物館保
存起來，以供科研之用。

好奇號邁出火星第一步
【本報訊】據新華社洛杉磯22日

消息：美國航天局22日宣布， 「好奇
」號火星車在首次行駛測試中邁出其
在火星的 「第一步」，留下了自己的
「足跡」。

從美國航天局當天公布的一張
360 度全景照片上看， 「好奇」號在
首次行駛測試中向前行進約 4.5 米，
轉動120度，並進行了約2.5米的後退
測試。目前 「好奇」號距離16天前的
着陸點約6米。

美國噴氣推進實驗室 「好奇」號
項目中負責行駛測試的馬特．赫弗利
說，首次行駛測試持續約16分鐘，其
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拍攝照片。這輛
「六輪跑車」行駛狀況良好，輪子未

深陷地面，未來的行駛有望 「一帆風
順」。

本次行駛測試是 「好奇」號着陸
後 「健康檢查」的一部分。 「好奇」
號還將在着陸點附近工作數天，繼續
檢查設備並研究周圍環境。 「好奇」
號的首個考察目標位於其着陸點以東
大約 400 米處，該火星車正在為駛向
這個目的地做準備。

「好奇」號火星車於美國東部時
間 6 日在火星蓋爾隕石坑中心山脈的
山腳下成功着陸。 「好奇」號有 6 個
輪子，每個輪子都有獨立的驅動馬達
，兩個前輪和兩個後輪還配有獨立的
轉向馬達。這一系統可使 「好奇」號
在火星表面原地360度轉圈。

「好奇」號項目是迄今最昂貴的
火星探測活動，旨在探索火星過去及
現在是否有適宜生命存在的環境。

【本報訊】據資訊科技網站iTechPost22
日消息：未來觀眾欣賞 3D 電影將不需戴
3D 眼鏡，就可享受視覺上的震撼了。韓
國首爾國立大學研究出將影像直接立體化
的新技術，不用戴 3D 眼鏡，就可以直接
感受到畫面的立體感，更有身臨其境的感
覺。

研究這項技術的首爾國立大學教授約
翰表示，這項新技術的特點，能夠直接給
觀眾多層次的感覺，讓畫面直接呈現在熒
幕與觀眾之間。因為之前的技術是由兩個
畫面的重疊，透過 3D 眼鏡的過濾，產生
立體的感覺，但這項新技術只用了一個畫
面，不需 3D 眼鏡，就可以達到同樣的立
體效果。

藉由 3D 眼鏡看影片的壞處就是，破
壞了電影原有畫面的呈獻，最明顯的就是
顏色的改變，往往顏色會變得比較不鮮艷
，光感度不夠；也會有視角限制，同時眼
鏡族也有必須戴兩副眼鏡的困擾。但是透

過新技術，這些缺點都可能解決，在視覺
上有更大的享受。

此外，研究單位表示，這項技術將來
也可能運用在電視上。現今的 3D 電視需
要 3D 眼鏡的輔助，除了前述的兩項缺失
，還可能受限於 3D 眼鏡的購買數量，無
法讓全家人一起看3D電視。將來不用3D
眼鏡後，就能同時享有視覺的震撼，也能
享受全家團聚的時間。

英王室保安大吐苦水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23日消息：哈里

王子是英國王位第三順位繼承人，是王室最受保護的成員
之一，至少有兩名全副武裝的倫敦大都會警察局精銳部隊
SO14的警員為他提供24小時的保護。

因此，哈里在拉斯維加斯的裸照一經流出，人們不禁
質疑這些保安人員是否足夠盡責。雖然保安當局會密切注
意哈里的舉動，並審查他接觸的任何人，但是專家認為，
保安人員無力為27歲的哈里提供道德準則。

大都會警察局專員伯納德．霍甘─豪在談到周三哈里
裸照被曝光事件時說，監視哈里的行為，不是保護王室的
警員的職責。他說： 「這些警員是負責保護王室成員的安
全，而不是規管他們的生活。」 但也有人提出，哈里竟然
可以被拍到如此令人尷尬的照片，這個事實表明他同樣有
可能成為勒索者的目標。

大都會警察局前王室保安首腦戴．戴維斯說，在某些
情況下，哈里王子必須承擔保護自己安全的部分責任。戴
維斯說： 「王室保安人員的角色，是保護，這應包括受保
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哈里王子是第三順位王位繼承
人，兩周前他還代表女王出席奧運閉幕式，所以我認為如
果他如此鬆懈的話，對他是沒有好處的。」 他說： 「從保
安角度看，我敢說他是非常安全的。我們花了大量金錢在
哈里王子身上，確保他去到哪裡都有保安保護他，但哈里
是一個精力旺盛的年輕男子，難免偶爾會失去平衡。」

戴維斯對於外界對王室安保工作的批評也頗感無奈。
他說： 「有時候保安人員的工作就像夢魘，我們必須全神
貫注。」 據悉，英王室保安花費，估計每年為1.2億英鎊
左右。

看3D影片毋須再戴眼鏡

23日，美加等全球報章紛紛轉載TMZ網站刊登的哈里裸照，唯有英國大小各報 「獨善
其身」，除了北愛一張地方報之外，沒有一份報紙刊出相關裸照。

查爾斯王子的聖詹姆士宮22日一方面拒絕置評哈里裸照，一方面緊急通告英國各報編
輯，強調哈里王子正享受私人假期，他只是 「散發多餘的精力」而已，而且照片是在 「一個
完全私人的場合」的情況下被人拍攝的，哈里應該 「享有合理隱私」。王室助手們還警告說
，刊出照片將侵犯哈里隱私，違反報章編輯工作守則。

《太陽報》請記者「出鏡」
23日出版的大部分英國報章只是刊出哈里光着上身參加泳池派對的照片配合消息報道。

唯獨《太陽報》劍走偏鋒，請來該報一位名叫哈里．米爾納的記者扮哈里替身，模仿重拍了
哈里用手遮掩下體的裸照，整版刊出，版面下方註明：《太陽報》記者哈里擺甫士拍的被禁
照。

英國各報如此聽王室的話，就連英國報業本身也感到吃驚。來自傳媒行業的分析紛紛認
為，這是1年半前英國傳媒電話竊聽風波之後，社會各方關注傳媒操守，要求加強規限傳媒
行為呼聲漸高的結果。2011年的電話竊聽風波導致了梅鐸的《世界新聞報》關閉，之後長達
近一年的 「利維森聆詢」集中調查報業傳媒行為，曝出英國傳媒借新聞自由不擇手段，嚴重
侵犯私隱，引起社會公憤。

前《世界新聞報》執行編輯尼爾．華爾利斯嘲笑英國各報膽小怕事， 「在這樣一個 『後
利維森』時代，報業簡直是對着自己的影子在發抖，連那麼一點可讓讀者發笑的事情也不敢
去做。」

許多分析指出，哈里的裸照可以在互聯網上隨處見到，但是英國報章卻禁刊照片，可見
目前的英國傳媒守則只規限傳統報業，但是對互聯網
等新興媒體完全沒有約束，這是 「利維森聆詢」之後
應該重視的問題。

無視王室警告，照樣刊出哈里裸照的《北愛晚
報》副主編在電視上說： 「我們照登哈里裸照，這
是對讀者負責任。英國媒體處在如此多疑多慮的狀
態之下，這是現代英國報業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女王震怒 哈里返英解畫
另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哈里的裸照

是由王子朋友用手機柏下，後以大約 1 萬英鎊的
價格售出，而哈里入住的拉斯維加斯五星級酒店
每晚房費為 5000 英鎊。據悉，哈里王子已於 21
日下午4時左右由洛杉磯飛抵希思羅機場。儘管
有報道指他已被安排前往蘇格蘭，親自向在當
地私人莊園度假的祖母和父親作出解釋，但王
室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們對此不知情。

據悉，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與王室高層成員
在看到這些照片後，大感震驚。女王的前新聞
秘書阿比特說，哈里 「是一個計時炸彈，不
應置之不理。」

哈里下個月就度過28歲生日了。他被捲
入這次裸照風波，已令他的王室顧問大失所
望──這些顧問一直對哈里越來越成熟感到
鼓舞。

英國哈里王子拉斯維加斯派對全裸照片22日一經曝
光，即刻在網上瘋傳。然而不到24小時，鋒芒直轉，被
熱議的不是哈里，卻是英國各大報業媒體。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23日電】

發緊急通告 稱侵犯王子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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