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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0
日消息：壽司一向被視為最健康的食物
，但營養師貝勒在她的新書中則提醒廣
大壽司愛好者： 「一件普通壽司含290
至350卡路里，而其含有的碳水化合物
含量相當於兩片半至四片麵包。」

許多人認為吃壽司可以攝入魚類，
其實大多數壽司僅含有少量魚。油膩的
白飯才是壽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白
飯經過多重加工，損失了大量維他命、
礦物質和纖維。壽司飯還需要使用糖和
醋來調味。

一件三文魚壽司、吞拿魚壽司或者
蝦壽司含有0.25克鹽，一個加州卷（包
含魚、鱷梨和肥膩的蛋黃醬）含有近0.5
克鹽，一湯匙壽司醬油含有3克鹽——
幾乎是我們一天應攝入鹽分的一半。

此外，一個加州卷的卡路里相當於
兩個夾蟹柳、鱷梨和蔬菜的三文治。
一餐飯吃掉兩、三個加州卷，即代表吞
下1050卡路里，而麥當勞一個巨無霸則
含約530個卡路里，加上薯條和汽水也
只有大概945卡路里。

【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
中央社11日消息：據消息人士透露，
去年秋天，哈佛大學的行政部門秘密
搜查了16位駐校主任的電子郵箱，調
查在早前的作弊醜聞中向媒體泄露消
息的員工是誰。而在隨後幾個月裡，
學校一直沒有向這些員工告知搜查電
郵一事。

駐校主任身兼行政和教學的雙重
職責，他們住在哈佛大學的本科生公
寓樓裡，既是給學生授課的教師，也
是學生的代言人和顧問。去年8月，
一份發給駐校主任的行政備忘錄被泄
露給了新聞機構。這份備忘錄指示了
應該怎樣給因涉嫌作弊被告到行政委
員會的學生提供建議。搜查電郵的意
圖是找到泄密的源頭，不過在這次事
件中，並沒有人受到處分。

哈佛大學上個月對一些學生作出

正式懲處，這些學生因涉及期末考集
體作弊醜聞，曾被迫離校一陣子。但
哈佛大學拒絕對搜查電子郵件一事置
評。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史密斯在
一份聲明中表示，哈佛本科學院將依
照程序，採取一切必要的適當行動，
保障處理過程的公信力和學生的隱私
權。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11日消息：劍橋公爵夫人凱
特日前再度被名人批評 「無主見
」。英國廣播公司（BBC）第4電台
時 事 問 答 遊 戲 節 目《The News
Quiz》的54歲喜劇演員托克斯維格
，把凱特比作英國女作家珍．奧
斯汀筆下的女性角色：這些角色
因受制於19世紀人們對女性的態
度，無法公開表達己見。

托克斯維格表示： 「我認為
凱特水平不夠。我們過去會對那
些通過結婚生子找到自己生命定
位的女性表達尊敬，但我希望我
們能再向前看一點點。我認為凱
特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特見解——
這實在很珍．奧斯汀。」

托克斯維格又形容29歲的英
國女歌手Cheryl Cole是「極少數能
夠直抒己見的名人」。

托克斯維格發表此番言論之
前，兩度獲得英國權威文學獎布
克獎的英國女作家曼特爾，上月
初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批評凱特沒
有個性，是 「機器製造出來的塑
膠王妃」，存在目的只是為了 「繁
衍後代」。但曼特爾上周為自己
辯護，稱她的言論被媒體歪曲，
強調自己「沒有事情需要致歉」。

【本報訊】綜合英國《
每日郵報》、中新網10日消
息：捷克布拉格基巴爾金設
計室近日推出了一款無線懸
浮電腦滑鼠，它能有效防止
用戶患上腕管綜合症。

該 「魔法」滑鼠名叫 「
蝙蝠」，由一張滑鼠墊和一
個帶有磁環的滑鼠組成，磁
環是滑鼠懸浮在半空中的秘
訣。它能懸浮在距滑鼠墊40
毫米的空中或者掌下10毫米
處。

腕管綜合症主要表現為
腕部損傷、手指疼痛等徵狀
，和長期使用滑鼠有關。 「
蝙蝠」正是在此基礎上應運
而生，它能有效對抗手部的
神經損傷和功能障礙。

儘管 「蝙蝠」已經名動
一時，但該產品目前還處在
測試階段。預計上市後，將
有黑、白兩種顏色可供顧客
選擇。

設計師基巴爾金1974年
生於俄羅斯，從2005年開始
在布拉格生活。基巴爾金和
蘋果首席設計師伊夫等人，
曾入選 「全球40大設計師」
榜單。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
新華社11日消息：一些孕婦擔
心在車上繫安全帶可能會傷害
胎兒。但美國一項新研究顯示
，事實恰好相反，如果不繫安
全帶，孕婦在車禍中更易受傷
甚至導致胎兒死亡。研究報告
發表在《美國婦產科學雜誌》
上。

負責這項研究的美國杜克
大學醫學中心婦產科教授海伍
德布朗說，並不是所有孕婦都
願意繫安全帶，這正是研究人
員擔心的問題。

布朗及其同事調查了1994
年至2000年間在杜克大學醫院
接受治療的126名遭遇車禍的孕
婦。這些孕婦處於妊娠中期或
晚期。發生車禍時繫了安全帶
的86名孕婦中，胎兒死亡率為
3.5%，而未繫安全帶的12名孕
婦中，胎兒死亡率達到25%。

調查還發現，不繫安全帶
的孕婦多數初為人母，而已有
孩子的母親因為要給孩子繫安
全帶，往往也會主動給自己繫
上安全帶。

美國婦產科學院建議，孕
婦應時刻繫好安全帶，安全帶
的腰帶可以放在髖骨以下，以
避開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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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王室並沒有給出王妃死亡的
具體原因，但莉蓮王妃患有阿茲海默
氏症，最近幾年的身體狀況也不樂觀
。王室稱，莉蓮王妃10日下午在斯德
哥爾摩家中於睡夢中安詳離世。王妃
辭世時，王室成員隨侍在側。瑞典總
理賴因費爾特發表聲明： 「我們很難
過地得知，王室家族中一位備受敬愛
與景仰的成員現在去世了。」

為王室聲譽秘密「地下情」
莉蓮戴維斯1915年8月30日出生

於英國威爾士南部的海港城市斯旺西
，16歲時前往倫敦從事模特兒與演員
的工作。1940年莉蓮與英國演員伊凡
克雷格結婚。二戰爆發後，克雷格加
入部隊，莉蓮則在倫敦的一家工廠工
作。當時，柏蒂爾王子是瑞典駐英國
大使館的海軍專員。

1943年，莉蓮28歲生日的前夕，
與柏蒂爾王子在一家夜總會初次見面
。莉蓮在2000年的回憶錄中曾提到，
在二人認識之後的一次空襲中，柏蒂
爾駕車來接莉蓮逃去安全的地方，兩
人正是從這時產生了情愫。但是由於
莉蓮當時已為人婦，她與柏蒂爾王子
的愛情被視為醜聞。

即使莉蓮在兩年後與做演員的丈

夫離婚，柏蒂爾王子的父親——瑞典
國王古斯塔夫六世仍拒絕接受莉蓮為
自己的兒媳。古斯塔夫六世的長子在
1947年死於墜機事故，二子也因與平
民結婚而宣布放棄王位繼承權。如果
柏蒂爾王子也為要迎娶不僅身為平民
而且還是離婚婦人的莉蓮而放棄繼承
王位，無疑會導致瑞典王室面臨生存
危機。

未能生育成最大遺憾
柏蒂爾此後一直是王位第一順位

繼承人，直到小侄子王儲卡爾成年。
卡爾在1973年登基，成為卡爾十六世
，柏蒂爾才終於得以與莉蓮結婚。兩
人在1976年喜結連理，在公開場合相
偕露面。而這時，距他們第一次見面

已經過去了33年。
莉蓮王妃和柏蒂爾王子結婚時，

新郎64歲，新娘61歲。兩人終未育得
一子。柏蒂爾當時接受電視訪問時說
，他最感遺憾的，就是要等這麼久才
能結婚，所以兩人無法擁有孩子。他
說， 「那是挺難過的事情」，接他
轉向莉蓮說，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
很快樂，不是嗎？」莉蓮回答說： 「
非常、非常快樂。」

柏蒂爾王子於1997年因肺病在斯
德哥爾摩逝世後，莉蓮繼續柏蒂爾的
官方職責，特別是出席柏蒂爾熱愛的
運動的相關活動。2010年王室宣布莉
蓮罹患阿茲海默氏症，此後她淡出公
開場合。這對王室夫婦一直深受瑞典
民眾的愛戴。

瑞典莉蓮王妃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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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壽司肥過一個巨無霸

哈佛秘搜教師電郵查內鬼

現實版灰姑娘 33年羅曼史贏民心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
英國廣播公司、中央社11日消
息：瑞典國王的嬸嬸、哈蘭公
爵夫人莉蓮王妃10日在斯德哥
爾摩家中逝世，享年97歲。莉
蓮王妃是瑞典最著名愛情故事
的主角，與柏蒂爾王子有一段
長達33年的地下情。有媒體形
容莉蓮是現實版的灰姑娘，二
人為對方無私奉獻的愛情也贏
得了瑞典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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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蓮王妃和柏蒂爾王子愛情長跑33年 資料圖片

◀莉蓮王妃10日逝
世，享年9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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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蓮王妃2007年出席
瑪德琳公主25歲生日會

資料圖片

▲柏蒂爾王子夫婦1986年結伴出遊
資料圖片

▲瑞典西爾維婭王后（右）
和莉蓮王妃2006年出席諾
貝爾頒獎禮 資料圖片

▲左起：瑞典女王儲維多利亞公主
、西爾維婭王后、瑪德琳公主和莉
蓮王妃 資料圖片

▲莉蓮王妃和瑞典王子卡爾菲利普
資料圖片

▲▲莉蓮王妃和柏蒂爾王子莉蓮王妃和柏蒂爾王子
19761976年結婚年結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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