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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新專利可用
手機測脂肪含量

網上圖片

三星新專利：手機測脂肪
【大公報訊】據《商業內幕》報道：韓

國三星集團每年投入大量資源研發新科技，
最近又成功開發 「手機測脂肪」的技術，並
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申請專利，
以便用家未來可以用智能手機控制體重。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近日公布一
份三星申請專利的文件，文件內的圖片可見
智能手機背後有四個傳感器，只要用家雙手
握着手機，向前舉至心口，再向下移向身體
，就能測出其體脂肪的數據。這4個傳感器
不僅可以內置於手機內，也可以安放在手機
殼上。

據悉，這4個傳感器測量體脂肪的原理

，是通過獲取用家的電流和電壓產生的阻抗
力數據，再基於數據為用家計算出體脂肪的
近似數值。

不過這項新技術應未
能在三星近期的新機上出
現，但就此可以預示未來
智能手機的功能。

《殺死一隻知更鳥》續集
時隔半世紀面世

【大公報訊】據SALON網站報道：美國著名女作家
哈珀．李（Harper Lee）宣布出版《殺死一隻知更鳥》（
To Kill a Mockingbird）續集，雖然官方書名為《設立守
望者》（Go Set a Watchman），但很多網友還是不甘寂

寞要為它重新起名，有些人說，不如叫 「《殺死第二
隻知更鳥》好了」， 「《再殺一隻知更鳥》也不錯」
。除此之外，另有不少推特網友糊裡糊塗以為是蘇珊
．柯林斯的美國青少年冒險科幻小說《飢餓遊戲》（

Mockingjay）出了續集，傻傻分不清Mockingbird
還是Mockingjay，鬧出不少笑話。

不如叫《殺死第二隻知更鳥》

量刑過重 奧巴馬赦免46毒販
【大公報訊】駐紐約記者黃曉敏報

道：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宣布，為46名
非暴力罪犯減少服刑刑期，這是為推動
對一貫人滿為患的美國聯邦監獄系統進
行改革的努力之一。截至目前，奧巴馬
在其擔任總統期間，已經為90名罪犯減
免了罪行。

白宮星期一公布了一段視頻，奧巴
馬在視頻中說，他將為46名毒品販子減
刑。他說，這些男女不是慣犯，但是他
們中絕大多數人被判至少20年，所背負
的刑罰和犯下的罪行並不匹配。奧巴馬
說，此舉是他試圖進行刑事司法系統改
革中的一步，其他還包括審查法律量刑
和減少對非暴力犯罪的懲罰。

奧巴馬在視頻中表示， 「在過去的
幾年中，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刑事司法系
統的不公平，現在，我們的整體罪案率
和監禁率都在下降，共和黨和民主黨都

在希望這個系統能夠更好。我相信，美
國是一個擁有第二次機會的國家，我也
相信，這些人值得擁有第二次機會。」

已為90人減刑
此舉令奧巴馬在擔任總統期間為罪

犯減免刑期的人數增至將近90人。奧巴
馬說，減刑沒有改變定罪罪行，而是結
束了懲罰。

白宮當天公布了奧巴馬寫給刑期獲
得減免的囚犯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
由於你已經證明了能夠重新生活的潛力
，我批准你的申請。現在，能否抓住這
個機會就取決於你。這並不容易，你也
會遇到很多人，他們會懷疑有前科的人
是否真正能重新做人。也許你並不確定
你將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但請記住，你
有能力做出正確的選擇。」

白宮顧問埃格爾斯頓說，他預計奧

巴馬總統在2017年離任前會發出更多減
刑和特赦令。

白宮表示，奧巴馬16日將前往俄克
拉何馬州參觀一所聯邦監獄，他將成為
參觀聯邦監獄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圖 片 新 聞

墨越獄毒梟晒照嘲弄警方
【大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本月11日成功越獄的墨西哥大毒
梟古茲曼仍然在逃，其兒子公然向執法
部門發出挑戰，在網上公開多幅照片，
見到古茲曼施施然地在一處地方嘆啤酒
，又通行無阻地乘搭飛機。墨西哥政府

13日宣布懸紅380萬美元（
約合港幣2964萬元）緝拿古
茲曼，並把3名需要對今次
事件負責的監獄人員革職。

據報道，最新消息說，
其實美國當局早在16個月前已
向墨西哥當局發出警告，指古
茲曼正在策劃越獄，但墨西哥當
局沒有認真看待及加強防範，結
果真的讓他逃脫。

剛剛公開的兩幅照片，相信是古
茲曼其中一名兒子發送給一個專門追蹤
毒販消息的網誌。其中一幅照片顯示右
茲曼挺着大肚腩，右手拿着一樽啤酒，
輕鬆地坐着；另一幅見到他登上一架飛
機，坐在機師旁邊的座位，戴上耳筒，
並和機師閒聊。

當局正核實這些照片的真偽。如果
是真的話，便是古茲曼逃出監獄後第一
次亮相。

美軍解禁 擬接納變性人服役
【大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

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防部長卡特（
Ashton Carter）14日表示，國防部正在
研究解除 「跨性別者」服役禁令；卡特
指出，預計從2016年初開始，跨性別者
就能公開服役。此外，美國童軍總會14
日也通過決議，將不再禁止同性戀者擔
任成人童軍領袖。

卡特在聲明中表示，國防部目前關
於跨性別者服役的規定已經過時了，不
論陸、海、空軍都有變性人，而毫無疑
問，他們也都是熱愛國家的美國人，但

落伍的政策對他們造成傷害。卡特指出
，國防部將成立工作小組，未來半年內
將研擬跨性別者服役政策。

以往，同性戀雖然可以加入美軍，
但須奉行 「不問、不說」原則，服役期
間須保持低調。2011年9月，美軍廢除
這項爭議規定，不過，跨性別者仍被禁
止從軍。

報道指，美軍約有1.5萬跨性別者，
他們在軍中生活同樣履行 「不問、不說
」原則，這些跨性別服役軍人在軍中總
是忐忑不安，如果被其他人發現，將遭
到同僚言語騷擾或開除。

童軍接納同性戀領袖
此外，美國童軍總會17人組成的執

行委員會，日前通過廢除禁止同性戀者
擔任成人童軍領袖的禁令，27日確認決
議後將成為正式政策。不過，由教堂贊
助的分會則可維持原有的禁令。

據報道，美國童軍總會2013年已解
除同性戀擔任青年領袖，但仍未解禁成
年領袖。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據據《《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報道報道：：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署（（NASANASA））無人太空船無人太空船 「「新視新視
野野」」號經過近號經過近1010年旅行後年旅行後，，1414
日近距離飛過冥王星日近距離飛過冥王星，，首度揭開首度揭開
這個遙遠星體的真面目這個遙遠星體的真面目。。

「「新視野新視野」」號在格林威治時號在格林威治時
間間1111時時4949分到達最靠近冥王星分到達最靠近冥王星
的位置的位置。。在在NASANASA發布的照片中發布的照片中
，，人們看到了比過去細節都更加人們看到了比過去細節都更加
豐富的冥王星豐富的冥王星，，以前的影像中是以前的影像中是
看不到坑洞之類的部分的看不到坑洞之類的部分的，，同時同時
也讓我們看到了暗黑赤道帶也讓我們看到了暗黑赤道帶。。

此後還會有更多冥王星的照此後還會有更多冥王星的照
片放出片放出，，首張真正高像素拼接照首張真正高像素拼接照
片會在片會在1515日下午放出日下午放出，，本周晚本周晚
些時間也會有小部分照片公布些時間也會有小部分照片公布。。
大量照片的公布則需要等到大量照片的公布則需要等到99月月
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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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彭博社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備受期待的
哈珀．李（Harper Lee）新作、《殺死
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
）續集《設立守望者》（Got Set
a Watchman）於14日全球同步出版
，故事講述了20年後長大成人的主角斯
科特回到故鄉梅崗鎮看望父親，由此產
生的父女價值觀衝突。

這部題為《設》的小說完成
於1950年代中期，是哈珀．李自
《殺》後，時隔半個世紀出版的
第二部小說。《殺》1960年代出
版時在全球共售出4000萬冊，被
譽為美國當代文學經典，哈珀．

李更是憑藉此書一舉奪得普利策文學
獎，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也獲得巨大成功。

或成10年來最暢銷書
哈珀．李自此再未發表過小說。新小說

《設》時隔半個世紀出版的消息在英美引起
了轟動，剛剛上市，在亞馬遜上的訂閱

量就已經超過了200萬，瞬間成為排
名第一的暢銷書，甚至有可能成
為10年來最暢銷的書。

出版商在聲明中提到，哈珀
．李當年先寫的是《設》，但編

輯建議她以斯科特的視角改
寫一遍，於是就有了《殺》。

美國多地14日都相應安
排了慶祝出版的活動。位於
洛杉磯格羅夫道的巴諾書店
旗艦店，舉辦了馬拉松讀書
會，誦讀《殺》。
根據《殺》的內容拍攝的

1962年出品電影《怪屋疑雲》
中飾演斯科特的女演員瑪莉

．碧咸，將在紐約當地一間非
牟利文化及社區中心朗讀兩書的
選段。
哈珀．李的故鄉、兩書中的梅岡

城的原型，亞拉巴馬州門羅維爾也舉
辦了包括讀書會、步行巡街、雞尾酒
宴等活動。書迷們從凌晨就開始排隊
購書。

主角變種族主義者惹議
早在本月10日，《華爾街日報》

和《衛報》發布了該書第一章內容，包括《紐約
時報》、《芝加哥論壇報》、《大西洋月刊》在
內的西方主流媒體也陸續刊登書評。

多份書評同時提到，書中主角晚年變成種族
主義者的情節設置或讓讀者不安。在《殺》中，
男主角阿提克斯是兩個孩子斯科特和杰姆的榜樣
和生活中最強大的道德力量。在1962年改編的電
影中，格里高利．派克成功地演繹了這個完美男
人，給人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一位理想的
父親和一個有原則的理想主義者，一個開明的、
幾乎聖潔的公平正義的信徒。他深深影響了美國
一代人，當時的人們甚至給自己的孩子取名阿提
克斯，叫他們去法學院學習，想成為像阿提克斯
一樣的律師。而在《設》中，阿提克斯卻變成了
成年斯科特痛苦和幻滅感的來源。

小說以第三人稱敘述，反映了長大後的斯科
特的想法，講述了斯科特從現在居住的紐約回到
家鄉阿拉巴馬州的梅崗鎮看望父親，並且試圖解
決令人沮喪的現實，即父親阿提克斯和相戀已久
的男友亨利．克林頓都有可惡的種族主義觀念。

書評指，《設》中對阿提克斯的描寫會導致
讀者閱讀時的不安，特別是對於《殺》的粉絲來
說，尤其具有迷惑性。

律師：或許還有第三部
哈珀．李的律師卡特在談及發現《設》手稿

的經過時透露，可能還會再有第三本書。卡特表
示，她在 「另一疊很厚的打字文本下」找到了《
設》。她說，或許哪天哈珀．李會邀請專家幫她
查閱保險庫內另外一疊和《設》擺在一起的文檔。

卡特暗示： 「那數十年來放在保險箱內《設
》之上的究竟是什麼呢？是《設》的早期草稿？
是《殺》的早期草稿？還是如早期的信件所暗示
，也許是連接這兩本書的第三本書？」

▲美國童軍接納同性戀領袖 網上圖片

▲古茲曼越獄後在網上晒出的搭乘飛
機照片 網上圖片

◀◀《《怪屋疑雲怪屋疑雲》》
電影劇照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讀者徹夜排隊等待新書上架 路透社
▶哈珀．李新書《設立守望者》 路透社

▲網友針對哈珀．李新書發起的討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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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13日宣布為46名罪犯減服刑
期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