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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破跨省產銷新品種瘦肉精案
據新華網北京25日電　7月22日凌晨，發生在河南信

陽境內的京珠高速公路臥鋪客車燃燒事故，係有人非
法攜帶、運輸易燃化工產品引發大火所致。現已抓獲6
名犯罪嫌疑人，待查清事故有關細節後，將對涉案人
員進行依法懲處。
22日凌晨4時許，一輛由山東威海開往湖南長沙的嚴

重超載（核載35人，實載47人）雙層大客車，在京珠
高速由北向南938公里又700米處突發大火燃燒，造成
41人死亡，6人受傷，其中1人重傷。

京珠高速41死大火
6疑犯攜易燃品被拘

穗不良醫院濫用多仔丸

3D新科技的應
用越來越普遍，
但美國科學家警
告，使用智能手
機收看3D影像，
或損害用家視力
和引致頭痛。

研究人員最近在網絡雜誌《視覺期刊》發表
的報告指出，長時間觀看手提電子裝置播放的
立體3D短片，或會引致視覺不適、眼部疲勞甚
至引發頭痛，問題成因或在於雙眼的協調能力
有限。
研究稱，問題在於人們眼睛聚焦屏幕，同時要

求雙眼調整影像的距離，這現象稱為「視覺輻輳
調節」(vergence-accommodation）。實驗發現，當
來自手機和其它近距離顯示器的影像出現於屏幕
前而非屏幕後，人們便會感到不適。

■《每日郵報》

睇3D片可損視力頭痛

英國2歲男童莫斯（見圖）自出生
便患上怪病，逾20個腫瘤在體內生

長，布滿其左肺、食道及肺動脈。醫
生指莫斯不會活過10多歲，遺憾的是
英國並無治療方法。莫斯的父母正籌
集7萬英鎊（約88.8萬港元）醫療費
用，將愛兒送到美國醫治。
莫斯出生僅9個月，醫生已診斷出

他患上淋巴血管瘤病，令腫瘤在他體
內不斷生長。
縱使莫斯父親尼克稱，兒子暫時未

受病魔煎熬，看來活潑開朗，但醫生
擔心莫斯體內的腫瘤會擴散，生出更
多腫瘤，也有可能爆裂，威脅其生命
安全。
為籌集巨額醫療費，曾在軍隊服

役的尼克計劃本月底，在英國展開
為期42日、總路程1,500英里的全國
「行軍」，讓民眾更關注淋巴血管瘤
病。 ■《每日郵報》

英童怪病 2歲生逾20瘤

漫畫《蝙蝠俠》中的英雄主角是
不少人心目中的偶像，其造型十足
的超級座駕，更是全球粉絲夢寐以
求的珍品。美國一名賽車手兼「蝙
蝠迷」花了5個月時間，以航天物料
甚至海軍無人駕駛直升機的軍用渦

輪引擎，親手砌出全球首部獲准在
公路奔馳的蝙蝠車（見圖）。
蝙蝠車最高時速達180英里。29歲

車主普奇毋須靠電腦或手繪圖草擬
其設計概念，僅在腦中構思好整部
車的設計。 ■《每日郵報》

晃過不停的胸部令
女運動員煩惱不已，
有研究團隊研發出一
款「革命性」運動胸
圍（見圖），聲稱能全
方位減少胸部擺動，
效果猶如「用雙手按
胸部」。新胸圍最快

將於10月面世，每個
售35英鎊（約444港
元），有D罩杯至H罩
杯尺碼可供選擇。
女性內衣品牌Panache

花3年研發這款新運動
胸圍，以不同模杯分別
支撐兩邊乳房，聲稱能
減83%的胸部「彈跳
力」。 ■《每日郵報》

革命性胸圍防彈跳

製「毒」2700公斤 銷全國獲利逾200萬

瘦肉精5犯罪成 主犯死緩

不想被誤當妓女 親述獸行細節

女工露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劉蕊，見習記者　沙苗苗　焦作

報道）7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關注的「瘦肉精」

案作出一審判決，劉襄等5名被告分別被判死緩至9年不

等有期徒刑。

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企圖強

姦的酒店女工，終於打破沉默，接受兩家美國媒體訪問，講述事

發經過。她形容卡恩施暴時猶如「瘋漢」，今次公開身份乃迫不

得已，惟希望說出真相，將卡恩送入獄。卡恩律師反駁稱，女工

只為金錢亂說話，並製造輿論，企圖影響檢察官的決定。

據新華網杭州25日電　整整24天，被吳菊
萍救起的妞妞以頑強的生命力創造了一個又
一個奇跡。25日，杭州墮樓女孩妞妞在爸爸
媽媽的陪護下，轉出浙江省兒童醫院的重症
監護室，來到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接受康復治療。

視力有恢復跡象
據浙江省兒童醫院重症監護中心主任張晨

美介紹，經過醫護人員三個多星期的治療，
妞妞身體各方面情況逐漸好轉，抗生素已全
部停用。原先最為擔憂的左側肢體運動和視
力問題也有恢復的跡象。
張晨美說，下一步妞妞的治療主要是腦神經

功能的恢復。由於兒童醫院內沒有幫助腦功能
恢復的高壓氧艙，為了妞妞能得到更好的治
療，經過兩院的兩次集中會診，最終決定將妞
妞轉送至浙二醫院神經外科專科病房。

向醫護獻飛吻
「雖然她早日離開重症監護室是我們所有

人最期待的事情，但真的離開了，所有醫護
人員都很捨不得。」一直陪伴妞妞20多天的
張晨美告訴記者，這麼多天下來，妞妞和他
們已經有了很深的感情。「妞妞清醒的這幾
天，她見到我都會叫我張伯伯了，見到其他
醫生護士也會叫叔叔阿姨。」張晨美說，離
開時，被爸爸抱出病房的妞妞還回頭用右手
給所有醫護人員一個甜甜的飛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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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電腦和智能手機要如何升級，才能
運行得更快？英國科學家現在話你知：如果
以世上最薄物質石墨烯來製造，便可以製出
「超快」電子產品。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家諾沃肖洛夫和海
姆，2004年發現僅為單一層碳原子的石墨
烯，並憑有關研究奪得去年諾貝爾物理學
獎。二人把石墨烯置於真空，以觀察電子流
動速度。
在真空下，電子只可通過石墨烯，無別處

可流。結果發現，電子在石墨烯中流動性很
大，傳送速度達每秒1,000公里，較現時用來
製造電腦晶片的矽快30倍，某程度上快如光
子。研究結果刊於《自然物理》期刊。
石墨烯早於1947年被認定為假設性物質，

多年來科學家都認為它不可能分隔出來，指
如此薄的晶體會不穩定。然而，諾沃肖洛夫
和海姆某天用膠紙把石墨（鉛筆的鉛）上的
碳一層一層黏走，成功剩下僅一層原子厚的
石墨薄片，即石墨烯。石墨烯具有傳電極
快，導電性和導熱性高的特性，而且十分堅
硬。 ■《每日郵報》/《獨立報》/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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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亞洛
與卡恩登
上《新聞
周刊》封
面。

美聯社

■《新聞
周刊》刊
登迪亞洛
專訪。

法新社

■迪亞洛（左）向美國廣播公司記
者講述卡恩施暴細節。 美聯社

首部蝙蝠車獲准駛公路

■石墨烯（右）製作電腦預計可明顯超越矽晶
片（左）。

本身是幾內亞移民的32歲女事主迪亞洛
透露被性侵細節，反駁卡恩堅稱性交是
「你情我願」的說法。她憶述當日進入事
發的2806號房執拾時，大叫幾聲「你好」
後無人回應，此時全身赤裸的卡恩忽然在
浴室門口出現。迪亞洛連聲道歉，打算轉
身離開。卡恩大讚她漂亮，稱不用道歉，
但他突然「變身」瘋漢，抓住其雙乳，又
大力關門。

抓私處逼口交 約15分鐘
迪亞洛最初聲稱「不想失去工作」，阻

止卡恩「毛手毛腳」，但對方無理會，唯
有訛稱上司在附近令卡恩收手。卡恩知道
四周無人，便揭開她的制服裙，撕開絲

襪，抓住其私處。卡恩然後捉住她的頭
部，要求為他口交。
經過一輪掙扎，迪亞洛終逃出魔爪，她

頭也不回走出房間，在走廊一角嘔吐。她
目睹迅速穿回衣服的卡恩拖 行李離開，
卡恩向她點頭，然後若無其事向前望。據
悉，整個過程不足15分鐘。

卡恩律師：她貪錢博同情
迪亞洛表示，今次站出來「爆料」是承

受不了外界指她是妓女，並質疑她的誠
信。她堅稱自己並無前言不對後言，形容
卡恩性侵他是「天知地知」，狠批卡恩不
是有財有勢便可橫行無忌，他要接受應得
的懲罰以彰顯公義。

今次在背後策劃「絕地反擊戰」的代表
律師威格多稱，迪亞洛擔心控方會放棄起
訴，這固然值得關注，但他們相信法庭會
做正確的事。卡恩律師反駁稱貪錢的迪亞
洛為說服控方堅持起訴，竟借助媒體攻
勢，博取大眾同情，形容她在表演「馬
戲」。
法律專家格什曼表示，原告在這個階段

選擇接受媒體訪問，是極不尋常和冒險的
舉動，雖能澄清自己誠信無問題，但辯方
可能借機找出原告的供詞及訪問內容有否
前後不一，最終可能得不償失。他指出，
無論結果如何，這都會是一場精彩的公關
大戰。 ■美聯社/路透社/美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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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要卡恩入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25日報道，近日，
廣東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生二
胎」試點的申請，引起市民要不要生二胎的熱議。試
點申請是否獲批尚未確定，放寬二胎政策利弊也存爭
議，但越來越多的夫妻想多要個孩子，於是生雙胞胎
成了不少孕齡夫妻的選擇。近日有讀者爆料，網上
「多仔丸」熱銷，有個別不良醫院甚至以可生雙胞胎為
名攬客。有產科醫生指出，「多仔丸」屬處方藥不能
濫用，否則對母嬰危害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穎 長沙報道）湖南岳陽市
人民政府對外透露，當地有關部門經過兩個多月的奮
戰，日前成功破獲一起涉及福建、湖南、浙江三省的
瘦肉精生產、銷售案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從飼料
中檢測出以前從未出現過的苯乙醇胺A，這種瘦肉精新
品種的出現，再次敲響內地食品安全警鐘。

苯乙醇胺A可致心臟病
苯乙醇胺A只是瘦肉精品種目錄中的一種，與其他瘦

肉精品種如萊克多巴胺等相比，同樣可使生豬長速加
快、皮紅毛亮、瘦肉率高。人吃了含這種瘦肉精豬肉
後，可誘發高血壓、心臟病等。
據當地畜牧水產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按照農業部

的標準，所有飼料中不得含有瘦肉精相關成分。農業
部2010年12月公告的瘦肉精品種目錄，共為16種。此
前，內地飼料中出現的瘦肉精品種僅包括鹽酸克倫特
羅、萊克多巴胺等4種，此次苯乙醇胺A係在內地首次
發現，此前其被農業部列為「禁止在飼料和動物用水
中使用的物質」。

浙大教授涉案被刑拘
據當地媒體報道，鑒於案情複雜，影響較大，在畜

牧水產部門行政查處的同時，當地公安機關也展開偵
查。調查中當地警方發現，在岳陽雲溪銷售的這幾種
含瘦肉精飼料，均來自福建省龍海市海新預混料公
司。接 ，岳陽警方順藤摸瓜，又在浙江的飼料經銷

商顧某、朱某處查獲尚未銷售完的含有苯乙醇胺A的核
心料1,300公斤，經檢測，苯乙醇胺A含量高達24.6%。
警方隨後逮捕了他們。此外，還從浙江大學教授鄒某
處查獲含苯乙醇胺A的飼料1,500公斤，並對其實施刑
拘。
當地警方表示，偵破全國首例瘦肉精新品種銷售

案，目前雖然取得階段性成果，但要深挖下去，還有
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他們將進一步固定證據，並
繼續從銷售環節入手，努力防止問題飼料進入市場。
此外，由於已有約2.5噸問題飼料被銷售出去，因此在
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當地相關部門還將對轄區內
的豬尿樣進行嚴格的檢測檢查，以防止這批瘦肉精豬
肉流向市場。

案情透露，曾就職某國營藥廠的被告
人劉襄與奚中傑，2007年開始合作生產
鹽酸克侖特羅（俗稱瘦肉精），全部銷
往河南鄭州和江蘇常州等地，截至今年
3月，共生產瘦肉精2,700公斤，非法獲
利200餘萬元。同時，劉、奚販賣原料給
河南的陳玉偉、肖兵，陳、肖二人經過
勾兌、稀釋再轉手賣給下線，銷往全
國。

一審宣判後5被告均表上訴
審判機關認為，依據《刑法》，5名罪

犯在明知使用瘦肉精飼餵的畜禽被人使
用後，可能對人體生命安全和公私財產
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的情況下，私自秘密
研製銷售瘦肉精，構成共同犯罪，以危
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成立。
法院一審判決研製生產瘦肉精被告人

劉襄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
治權利終身；對負責銷售的被告人奚中
傑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對下線銷售的被告人肖兵判處有期徒刑
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對被告人陳玉
偉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3
年；對負責原材料採購的劉鴻林判處有
期徒刑9年。追繳犯罪所得，並沒收所
有非法所得。一審宣判後，除陳玉偉
外，4名被告均表示要上訴。

一被告稱常吃瘦肉精豬肉
庭審長達8小時。審理現場，5名被告

人對自己生產銷售「瘦肉精」的事實基
本上均供認不諱，但對起訴書中一些具
體罪狀，比如說涉案的金額、生產銷售
的數量是否是共同犯罪，以及對公訴他
們犯的罪名過重都提出了異議。

此外，犯罪嫌疑人均表示，知道往動
物飼料中添加瘦肉精是違法行為，也知
道會對人體有危害，但危害有多大不是
很清楚。嫌疑人肖兵甚至語出驚人：
「這些瘦肉精豬肉，我也經常吃！」

長期攝入瘦肉精可致癌
據悉，鹽酸克侖特羅為一種人工合成

的β腎上腺素興奮劑，具有擴張支氣管
的作用，常用來防治哮喘、肺氣腫等肺
部疾病。用藥過多或無病用藥會導致肌
肉震顫、心慌、戰慄、頭痛、惡心、嘔
吐等不良反應，尤其對高血壓、心臟
病、甲亢、前列腺肥大等患者，其危險
性更為嚴重。長期使用，有可能導致染
色體畸變，會誘發惡性腫瘤。

■25日，劉襄等5名被告被控產銷瘦肉精，一審罪成分別被判刑。 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