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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爆出大學排名醜聞，加州
一家大學自2005年向媒體提供誇
大的入學新生學業評估測驗(SAT)
分數，以提升該校在美國大學的
排名。一名高級主管承認責任，
自動辭職。

位列第9  頗具學術地位
捲入醜聞的克萊爾蒙特麥肯納

學院(CMC)位於洛杉磯東部，約
有1,200名學生，在政治學及經濟
學頗具學術地位。《紐約時報》
前日報道，收到失實資料的媒體
包括雜誌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

報導》，由該刊發布的全美大學排
行榜上，CMC於全美文學院中排
名第9，醜聞曝光會否帶來影響仍
需觀察。

入學主任離職 拒評醜聞
CMC校長甘恩向教職員及學生

發電郵解釋事件，稱負責主管在
較重要的閱讀能力及數學測驗分
數動手腳，每人平均報大10至20
分。不過他未公開犯錯主管身
份，只稱目前相信無其他人涉
案，校方已交由律師作深入調
查，並通知公布美國大學排名的

機構。
知情人士透露，涉案者是入學

事務主任沃斯，近日在該校網站
高層名單中被除名，記者到其府
上了解，他僅稱是校方內部人事
變動，不予置評。

協助學生準備SAT的美國教育
諮詢機構「普林斯頓評論」亦有
定期公布美國大學排名，出版業
務副總裁弗勞奈克表示，從未聽
聞有大學故意報大數，質疑即使
每人「追加」30分，均無明顯分
別。

■《紐約時報》

美學府爭排名 報大SAT分數

英籍第一夫人「最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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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上Google+ 對話網民教搵工

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老
鼠的研究團隊，成功將皮
膚細胞直接轉變成腦細
胞，跳過中間的「幹細胞」
階段。研究人員說，這項
實驗的潛在醫療用途，讓
他們感到「非常興奮」。

這項實驗由美國《國家
科學院學報》刊載。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團隊，將皮
膚細胞製造出「神經前驅」細胞，神經前驅細胞可變成3
種腦細胞，分別是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與寡樹突膠細
胞。前驅細胞一旦製造出來，便可在實驗室大量生長，如
果這些細胞要用在任何療法上非常重要。

腦細胞與皮膚細胞有相同的基因資訊，但這兩種細胞的
基因密碼以不同方式解讀，由「轉錄因子」控制。科學家
使用病毒感染皮膚細胞，3周後約有1/10細胞變成神經前
導細胞。但科學家表示，要應用在人類皮膚上，還需要做
很多試驗。 ■英國廣播公司/中央社

敘總統妻兒逃亡失敗
反對派攔截逼折返 恐步卡扎菲後塵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通過社交媒
體Google+和YouTube與網民互動，
回答國民五花八門的問題，更有提
問者當場遞上簡歷要求「把脈」。

當日，來自得州的韋德爾要奧巴
馬解釋，為何擁有半導體工程師背
景的丈夫會失業3年。奧巴馬當場
向其索要簡歷，並答應找出原因。

「我說到做到。你把你丈夫的簡歷
發給我，我很樂意找到他仍未搵到
工的原因。」奧巴馬隨後向韋德爾
表示，該高科技領域目前緊缺像其
丈夫這樣的人才，並相信他定能通
過合適渠道找到工作。

交流期間也出現一些輕鬆時刻，
有人問奧巴馬是否願意展露舞技，
但奧巴馬婉拒，稱第一夫人米歇爾
會嘲笑他的舞姿。有人問奧巴馬和

米歇爾今年打算如何慶祝結婚20周
年，由於時間恰逢總統大選前不
久，奧巴馬說，屆時能有多浪漫他
毫無把握。是次網友提出超過13.3
萬個問題，並由YouTube網站使用
者票選和Google選取後，向奧巴馬
提出。

米歇爾被指39萬掃內衣
英國傳媒踢爆美國第一夫人米歇

爾日前在紐約麥迪遜大道「血
拚」，豪擲5萬美元(約39萬港元)購買
英國內衣名牌Agent Provocateur。據
悉，該品牌內衣每套售價超過1,000
美元(約7,756港元)，深得名流青
睞。米歇爾的發言人否認報道，指

「這個故事是百分之百捏造」。
■美聯社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漸趨
白熱化，佛羅里達州昨日舉行
初選，大熱羅姆尼勢如破竹，
於當地支持率飆升至43%，遠
遠拋離勁敵金里奇的28%，要
贏出該州初選可謂四平八穩。
苦苦進逼羅姆尼的金里奇則繼
續大打口水戰，抓 對方「不

夠保守」的痛腳，炮轟羅姆尼的自由派傾向。羅
姆尼亦不甘示弱，批評金里奇手段「可悲」。

昆尼匹克大學前日公布的佛州民調顯示，羅姆
尼領先排第二的金里奇14個百分點，支持族群相
當廣泛，包括自稱為保守派的民眾、白人福音基
督徒及茶黨支持者。

金里奇雖然民望大幅落後，但他前日堅持不會
退選，並預期雙方於佛州的選情不相伯仲。為了
重振聲勢，他抨擊對手羅姆尼是自由派人士，並
針對其大富豪身份，指責他用錢買選票。羅姆尼
則無視其人身攻擊，並指對方表現不夠好，才在

「大吵大鬧」。 ■路透社

美國爆出核電站驚魂，伊利諾伊州北
部一間核電站的核反應堆前日因停電突
然停止運作，當局需要排出含放射性物
質的蒸氣，以減低壓力並為裝置降溫。

根據大型核能公司Exelon表示，當地時
間前日早上10時18分，位於芝加哥西北部
約153公里的拜倫發電站(見圖)2號機組核
反應堆因停電關閉，1號機組則繼續正常
運作。Exelon相信變電站有裝備失靈，導
致反應堆停電關閉，但表示仍需調查事發
的確實原因。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
發言人表示，現場有變壓器冒煙，但核電
站消防隊出動後，未有發現起火。

當局表示，釋出的蒸氣只含有小量
氚，即氫的放射性同位素之一，堅稱其
水平不會危害核電站工人及大眾安全。

■美聯社

美核站停電 釋放射性蒸氣

■動物權益組織PETA在羅姆尼競選場地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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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東部及中部連日受大雪及寒流侵
襲，氣溫一度低至攝氏零下33度，連日超
過60人凍死。受影響國家包括烏克蘭、捷
克、波蘭、塞爾維亞及保加利亞等，其中
以烏克蘭情況最嚴重，當地緊急事務部表
示，過去5天至少30人死亡，其中多數為
露宿者。此外近500人曾因凍傷及體溫過

低就醫，1.7萬人曾求助。
烏克蘭一度錄得攝氏零下33度低溫，首

都基輔則錄得攝氏零下23度，是6年來最
寒冷的冬天。當局預計氣溫可能進一步降
至零下28度，已宣布自今日起關閉學校及
托兒所，並開放1,600個收容中心。

■美聯社/路透社/中央社

寒流襲東歐 逾60人凍死

美國加州華
裔眾議員趙美
心21歲的外甥
廖 梓 源 ( 左

圖)，在阿富
汗擔任海軍陸
戰隊期間，遭

3名陸戰隊同袍凌辱而自盡，前日法院判
決其中一人雅各比(右圖)入獄30天並降
職。

雅各比在法庭上承認曾向廖梓源拳打腳
踢，稱自己不滿負責視察塔利班士兵的廖
梓源總在執勤時打瞌睡，令自己和隊友面
臨生命危險。他稱，自己曾試圖與廖梓源
溝通，找出他不斷睡 的原因，並幫助他
保持清醒。但當時廖梓源蔑視的口氣令他
大為光火，遂施以暴力。

廖梓源隨後於4月3日在阿富汗赫爾曼德
省的巡邏基地自殺。案件前日在3名被告
所屬的特殊軍事法庭開審。 ■美聯社

華裔美兵自殺案 同袍判入獄降職

36歲的敘利亞第一夫人阿斯馬
於英國長大，父母從敘利亞移居
倫敦，分別為心臟科醫生及外交
官，出身背景良好。她同時擁有
英國及敘利亞國籍，學業成績優
異，取得倫敦國王學院的電腦科
學學位，其後投身金融界，曾於
德意志銀行及摩根大通工作。

阿斯馬在一次回敘利亞度假時

認識巴沙爾，二人漸生情愫，開
始秘密約會。結婚前一個月，阿
斯馬辭去摩根大通的工作，並開
始與父親成立多個慈善團體。她
精通4國語言，亦深得傳媒喜愛，
曾被女性雜誌《Vogue》及《Elle》
譽為「最清新及最有魅力的第一
夫人」及「最型格女政客」，與巴
沙爾育有3子。 ■《每日郵報》

據報巴沙爾的36歲妻子阿斯馬，帶同兒女和
巴沙爾的母親等人，嘗試乘車前往大馬士

革機場，但被變節軍人攔截，在槍林彈雨下被迫
折返總統府。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NC)警告，巴沙
爾一家的下場會與卡扎菲一樣。

首都瀕失守 政府出動重型武器
過去兩周，反對派勢力直逼首都，軍政府擔心

首都失守，遂動用重型武器清剿示威人士，鎮壓
大馬士革周邊城鎮，包括首都以北40公里、擁有
2.5萬人口的蘭庫斯市，阻止食物及醫療用品輸
入。反對派警告，當地可能會出現大規模屠殺。

有監察組織表示，政府軍遭反對派頑強抵抗，

估計巴沙爾政府有可能會倒台，或設下陷阱對付
武裝分子。敘利亞軍政府自上周日起，出動50架
坦克、多架裝甲車及超過2,000名士兵鎮壓多個反
對派據點，光是前日已造成近100人死亡。反對
派炸毀天然氣管反擊，導致超過46萬立方米天然
氣洩漏，霍姆斯市天然氣供應中斷。

俄反對安理會草案 稱釀內戰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前日對敘利亞不斷升級的暴

力鎮壓強烈譴責，她呼籲聯合國安理會採取行
動，向敘利亞發出明確訊號。聯合國安理會昨日
繼續討論敘利亞局勢，最快可能於今日投票，表
決由阿盟及英、法、德等國聯合提交的草案，要
求巴沙爾把權力移交副總統，以及舉行大選。

外電取得的草案文件顯示，聯合國要求巴沙
爾即時停止所有違反人權、以及阻止自由表
達訴求的行為，並向副手移交權力，讓敘
國在阿拉伯國家及國際社會監察下，過渡
至民主體制。草案亦承諾外國不會軍事
介入敘國衝突。

然而俄羅斯明確反對草案，指它會造
成敘國內戰，並譴責草案逾越俄羅斯反
對制裁及武器禁運的「紅線」。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促請安理會迅速
採取行動，阻止敘國鎮壓平民，解除
對地區及國際和平的威脅。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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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爾和

阿 斯 馬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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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政府軍出動坦克對付示威。 美聯社

■阿斯馬及兩名兒女(前排)逃亡失敗。 資料圖片

■CMC在政治學及經濟學頗具學術地位。

網上圖片

■腦神經細胞

■反對派武裝分子展示槍械。 法新社

■敘國反對派警告，巴沙爾(右)和阿

斯馬(左)可能和卡扎菲家族同樣下

場。 資料圖片

敘利亞動盪持續，據稱總統巴沙爾的妻兒與親人被發現嘗試乘車前往大馬士革機場

逃亡，但遭武裝分子截擊，車隊被迫折返總統府。有反對派分子更聲言，巴沙爾一家

會像已故利比亞領袖卡扎菲一樣「慘死」。西方國家繼續企圖借敘利亞局勢施加影響

力，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不惜向聯合國安理會施壓，預計安理會最快今日討論英、法、

德等提交的草案，但俄羅斯表明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