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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國《遠野每日新聞》25日報
道：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研究員在美國西海岸的長
鰭吞拿魚體內驗出微量的日本福島核災留下的放
射銫，但是劑量遠低於危害人體的標準。

俄勒岡州立大學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的研究人員，以2011年3月日本強震引發海嘯導
致核災為劃分點，檢測之前之後美國西部海岸所
捕捉的魚類。他們的研究發現和加州研究員們的
研究成果一致，加州曾在今年 5 月宣布，他們在
南海岸的藍鰭吞拿魚體內發現微量的放射性銫。

俄勒岡州立大學輻射健康物理學計劃中心研
究員內維爾指出，研究人員仍在繼續檢測剛捕到
的魚類，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驗出來的劑量都
遠低於危害人體健康的標準。」

據美國商業部統計，美國西北部太平洋沿岸
的漁民2011年捕捉的長鰭吞拿魚總計約達1萬公
噸，經濟利益約4100萬美元。其中華盛頓漁民的
捕魚量佔其中的 53%，其餘的主要來自俄勒岡州
的漁民。

美國環境保護署、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以及國
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聯合聲明，他們對美國海產
品的安全有 「非常大的信心」，因為輻射水平很
低。

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研究可以看出太平洋中的
長鰭吞拿魚游行的路線以及海洋生物系統是如何
與千里之外的事件產生聯繫的。

負責調查此案的警方人員表示，調
查目標包括一批BBC前僱員，包括三名
主管級人物，他們可能曾經協助薩維爾
進行性侵犯，甚至有可能參與其中，其
中一人更涉嫌強姦一名選美皇后。

大主教促剝奪騎士銜
克利福德稱，打電話與他聯絡的名

人，有部分至今仍然十分活躍。他們現
時憂心忡忡，因為當年他們的事業處於
高峰時，生活靡爛，只顧追求快樂，許
多女子主動投懷送抱，而他們與這些女
子銷魂時，從來沒有要求她們出示證明
她們已經成年的出生文件。

克利福德說這些話的時候，西敏寺
大主教正要求將薩維爾從教皇騎士的名
單上除名，薩維爾有可能成為第一個死
後被剝奪教皇騎士榮譽的人。西敏寺非
常不樂意將這麼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留在
教皇騎士的名單上。教皇騎士是教皇可
以授予的最高榮譽。

警方較早時證實，正調查三名曾於
八十年代負責製作 BBC 旗艦節目的前
主管級人物，懷疑他們曾經與薩維爾
勾結。

部分聲稱曾遭性侵犯的受害人，向

一個慈善機關講出她們的經歷，而警方
已經收到了涉案人員的名字。警方正準
備制定一套 「逮捕方案」，待時機成熟
的時候，便會向仍然在世的涉案名人採
取行動。

警方擬制「逮捕方案」
警方已經記錄了 114 起性侵犯犯罪

，其中大多數都與薩維爾有關。倫敦警
察廳警長彼特說： 「大部分案件都與薩
維爾有關，但是也有一些是有關另外一
些人的。我們正在準備逮捕方案。」

最新消息顯示，前電視主持人弗雷
迪．斯塔爾被指控曾經在薩維爾的更衣
室裡騷擾一名14歲的女性。這名喜劇演
員一開始極力否認曾經見過如今52歲的
沃茲，但隨後一段1972年的節目錄像顯
示他在撒謊。儘管如此，斯塔爾還是表
示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願意和警方談
這件事。

他的發言人說： 「斯塔爾已經做好
準備接受警方的質詢。他的律師已經和
調查此案的負責人接觸，但是他們沒有
質詢斯塔爾的意思。」倫敦警察局的發
言人拒絕對此置評，他說： 「在調查中
我們不會透露我們準備質詢某個人。」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6日消息：
波蘭華沙兩棟建築物之間的縫隙裡修建了一處全
球最狹窄的住所，最狹窄處只有36吋寬，整體佔
地面積46平方呎，成為名副其實的蝸居之地。

這處住所設計的時候應該沒有考慮過家庭生
活，因為它的空間只足夠放一件單人床，走道也
只能容納單人通過，廚房和洗手間都十分狹小。
浴室只有一個馬桶和其上方安裝的一個淋浴頭。
想大展身手的廚師在這個住宅裡一定不好受，因
為可供切肉切菜、洗滌和煮食的空間實在很小。
這裡的雪櫃也只能容納兩份飲料。

這個建築以鋼鐵製成，高兩層，用戶必須借
助一個梯子走到上一層。邀請一大班朋友來這裡
共進晚餐簡直是天方夜譚。餐桌從牆上伸出來，
而且只有兩個固定座位。睡房只有一張小床連書
桌，很簡樸但很實用。床後方還有一個可以放書
的壁龕。

它最初落成之時，是被當做一個藝術裝置，
但主持這個藝術項目的以色列作家兼導演凱雷特
決定，把它作為他身在波蘭時的一個度假地和工
作間。

建築師說： 「研究顯示我們開始陷入一場社
會災難，因為建造的居住空間實在太少了。其實
你並不需要大量空間來居住，因此建造較小規模
和較廉宜的房屋是值得考慮的。」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6日消息
：美國監獄系統正面臨 「人口大爆炸」的危機
，全美的懲教所現在人滿為患，人口擁擠程度
達到 8 年來的頂峰，美國監獄系統正在走向極
限。

目前有超過 200 萬名美國人正在度過鐵窗
生涯，其中頭號重災區加州就囚禁了14萬人，
但當地的33所監獄設計成最多只囚禁8萬人。

整體而言，美國聯邦監獄局正超出 「額定
容量」約39%，是其200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這個數字預期到了2018年就會升高至超出其
限制的45%。

加州的情況非常惡劣，就連最高法院也形
容該州監獄的過度擁擠情況 「違憲」，頒令該

州明年中或之前要釋放3萬名囚犯。
監獄系統過去 5 年都要不斷接收新囚犯，

即使增加了額外的空間仍然非常緊張。典獄長
和專家現在擔心，環境再過度擁擠下去，加上
囚犯的私隱越來越少，會令他們更傾向打鬥和
製造麻煩。

很多監獄經已在體育館一類公眾空間，建
造臨時用來容納囚犯的居住區域，有些設計成
囚禁一個人的監倉如今要囚禁 3 個人。囚犯獲
准留在共用區域如飯堂、電視室和康樂場所的
時間也被縮短了。

如果以每10萬人的囚犯人數來計算，美國
堪稱全球之冠。俄羅斯和南非分別排名第 2 和
第3。歐洲的平均水平則排名第4。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6 日
報道：科學家們最近警告稱，能夠給人體帶
來好處的紅酒中的白藜蘆醇成分並不能幫助
中年女性抵禦致命疾病。白藜蘆醇可以幫助
減少心臟病風險以及延長壽命。人們相信，
白藜蘆醇能夠降低血液中的糖分和脂肪，
降低血壓，因此提純白藜蘆醇的銷售直線
增長。

白藜蘆醇產生於紅葡萄的表皮，一天一
杯紅酒被認為是高脂飲食的法國人長壽的秘
訣。但是最近一項針對後更年期女性的健康
研究顯示，那些吃白藜蘆醇的人並沒有比其
他吃安慰劑的人更健康。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員給 15 名女性每天
食用75毫克的白藜蘆醇，另14名女性每天
吃安慰劑，然後比較兩組女性的胰島素敏感
度。共同研究人克萊內說： 「白藜蘆醇補充
劑現在十分受歡迎，因為有研究顯示它可以
防止類似於糖尿病、心臟病甚至癌症這樣的
疾病。但是我們的研究顯示，在相對健康的

中年女性身上，白藜蘆醇並沒有改善她們的代謝。幾
乎沒有研究評估過白藜蘆醇在人體中的作用。那些研
究都是在有糖尿病的、糖耐量異常的老人以及有代謝
問題的肥胖人士身上完成的，而不是我們研究中的健
康女性。因此白藜蘆醇可能在那些有代謝問題的人身
上有效，但在健康的中年女性身上效果不佳。」

【本報訊】據新華社巴黎26日消息：國際消
費公司環球藍聯26日發布了 「全球購物者指數」
調查結果。在25個亞太地區最佳購物城市排名中
，香港位居榜首，吉隆坡、上海、北京和新加坡
緊隨其後。

東京和首爾分列第八和第九位。台北和廣州
分列第12和第15位。

這一排名根據全球購物者的購物體驗調查得
出，主要考慮商店、價格、便利性、酒店與交通
、文化與氣候5項指標。

據介紹，挑選上榜的亞太地區城市時，年接
待遊客數量、城市經濟發展水準以及地理分布情
況都是參考標準。入選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必須
超過500億歐元。

環球藍聯是一家提供旅遊金融服務的跨國公
司，總部位於瑞士尼翁，靠近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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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26 日報道
：在全球學術界備受尊崇的英國牛津大學爆發
「飯堂風暴」。大學旗下的莫德林學院計劃強迫

明年入學的本科新生每年多付 150 英鎊（約 1800
港元）膳食費，引起學生們憤怒，並發起杯葛飯
堂的行動。

為了表達不滿，學生們在校內自設廚房，舉
辦大型的品嘗住家菜活動，或者接受朋友的邀請
，集體去其他學院的飯堂用膳，總之就是不再光
顧莫德林學院的飯堂。

學生們抨擊校方加膳食費的做法是倒行逆施
，這樣做會令一些本來已貧窮的學生更苦。學費
已經大幅提高了，生活指數又節節上升，令學生

雪上加霜。
莫德林學院於1458年成立，是牛津大學內歷

史最悠久的學院之一，培養過不少成就非凡的名
人，包括現任財相歐思邦。校方指出，增加膳食
費是必須的，藉以降低飯堂每年 60 萬英鎊（約
748萬港元）的赤字。

據悉，學生們發起的杯葛行動，令飯堂每周
損失多達 5000 英鎊（約 6 萬多港元）。杯葛行動
目前為止已經進行了兩周，受到幾乎全體學生的
支持，並有望繼續持續一周，其他學校的學生也
開始進行聲援。根據牛津大學學生會，新收費會
使得莫德林學院成為牛津內最昂貴的學院。

美吞拿魚
驗出日核災放射銫

波蘭驚現
全球最窄住所

囚犯比率冠全球 美監獄人滿為患

牽出數十名人

▲在25個亞太地區最佳購物城市排名中，香
港位居榜首 互聯網

▲美國長鰭吞拿魚身上驗出微量銫，但無害人
體健康 互聯網

▲波蘭出現全球最狹窄的住所，通道僅容一
人通行 英國《每日郵報》

強行提高膳食費 學生抵制

牛津掀飯堂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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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獄人口大爆炸，不得不把公共區域改為囚犯的卧室
英國《每日郵報》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5日報道
：英國廣播公司（BBC）已故星級主持人薩維爾
被揭發性侵犯多名女子的醜聞繼續如雪球般愈滾
愈大，甚至牽涉數十位家喻戶曉的名人。著名公
關大師克利福德聲稱，數十位在六、七十年代紅
極一時的名人致電給他打聽消息，聲稱這件事令
他們 「驚得要死」 ，擔心自己會受到牽連。

▲前電視主持人斯塔爾（左）被控曾侵犯當時才14歲的沃茲（右
） 英國《每日郵報》

▲薩維爾性侵案進一步擴大，牽涉數十名人 互聯網

▲三名前BBC主管級人員接受調查，可能涉與薩維爾共謀
英國《每日郵報》

薩維爾性侵案薩維爾性侵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