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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責任編輯：李鍾洲/孫志賢 2014年2月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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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喜愛喝汽水解渴，但美國亞特蘭大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CDC)華裔學者楊泉河
(Quanhe Yang，譯音)研究顯示，每日喝
一罐汽水會令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
近1/3，若每日糖份攝取量佔總卡路里
25%，更會令心臟病致死風險增加一
倍。

這項研究用1988年至2010年的全美國
民健康調查數據為基礎，計算民眾的添加
糖份攝取量，對未來15年死亡風險的影
響。研究發現，每日飲一罐汽水比每周
飲一罐或以下的人，因心血管疾病死
亡的風險高29%。每日糖份攝取量
佔總熱量17%至21%的人，死於

心臟病風險較糖份佔10%以下
者高38%；添加糖佔1/3或

以上的人，心臟病致死風
險 更 高 出 4 倍 。

■《每日郵報》/
美聯社

華裔學者：每日1罐汽水
心臟病亡風險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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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北部前日再遭暴
風雪侵襲，造成至少2死
1重傷，截至前晚，全國
至少 4,300 航班延誤，
2,000航班取消。部分地
區政府辦公室、法院與學
校關閉，多處停電。氣象
部門預計，本周還將迎來
三輪暴風雪，影響全國大
部分地區。
美式足球「超級碗」周

日落幕，球迷原計劃從紐
約離開，卻因暴風雪導致
航班大亂及道路濕滑難以
駕駛，令大批旅客滯留。
國家氣象局預計，肯塔基
州東部至紐約州東部的積
雪量可能達 10 至 20 厘
米。

■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俄勒岡州男子蓋洛德去年為寵物
貓取出一隻哽喉鼠屍時，被貓咪反咬一
口而患鼠疫，肺部衰竭、心臟更一度停
頓，醫生考慮拔除維生儀器之際，蓋洛
德突然奇蹟甦醒，逃出鬼門關。
61歲的蓋洛德去年6月被貓咬，48小

時後出現感冒徵狀，手腳逐漸腫脹變黑，
昏迷近一個月。蓋洛德憶述醫生稱，他
同時感染淋巴腺、肺炎和敗血症三種鼠

疫，「部分人淋巴腺鼠疫患者仍能生存，
但感染三種鼠疫的病人則難以活命」。

手腳變黑昏迷近一個月
蓋洛德住院期間，手臂皮下分泌腺腫

成檸檬般大，手腳變黑，須切除全部手
指腳趾。病菌更入侵主要器官，導致他
昏迷27日，只能靠維生儀器續命。當醫
生考慮關掉維生儀器，不料蓋洛德翌日
甦醒。蓋洛德逃過一劫，但身體器官嚴
重受損，今後須定期洗腎。
淋巴腺鼠疫大多出現在鼠患嚴重、

衛生情況惡劣的地區，隨着愈來愈多
美國人移居市郊，接觸松鼠、老鼠等
帶菌動物機會增加，感染個案亦上
升。 ■《每日郵報》

遭寵物貓咬 美漢染鼠疫險死

■蓋洛德手指變黑。 網上圖片

韓國三星昨
日向媒體發出
邀請信邀請出
席本月24日在
西班牙巴塞隆
那舉行的全球
行動通訊大
會。邀請信標
題 為 「Un-

packed 5」，外界猜測新一代旗艦手機Galaxy S5屆
時將亮相，最快4月開售。報道稱，S5可能加入瞳
孔或指模識別解鎖系統。

新智能錶Gear同場發布
S5盛傳採用Android 4.4 KitKat系統、配備5.25
吋 QHD Super AMOLED 屏幕、Exynos 6 Snap-
dragon 805處理器、4,000mAh電池，並擁有3GB

RAM。據報迷你版S5和新一代智能手錶Galaxy
Gear也會同場發布。

iWatch傳無線太陽能充電
「蘋果迷」對智能手錶iWatch引頸以待之際，
《紐約時報》報道，第一代iWatch將使用無線充
電；蘋果公司同時研究為新型號iPhone、iWatch等
產品加入太陽能及動能充電，希望改善電池壽命及
帶來創新充電技術。
消息指，蘋果正為iWatch進行磁場感應測試，把

裝置放在充電板，用電流產生磁場，再產生電壓，
為裝置提供電力。盛傳iWatch將採用最新流動作業
系統iOS 8，並配備彎曲屏幕，蘋果可能參考Casio
G-Shock手錶系列，在屏幕及錶帶加設太陽能吸收
板，支援手錶供電。動能發電則是在用家步行時，
手腳移動轉換成電力，為穿戴式裝置充電。
■路透社/CNET網站/《紐約時報》/《每日郵報》

Galaxy S5月底亮相 瞳孔解鎖

安裝了系統的汽車會透過名為
「專用短距離通訊」(DSRC)

的無線頻譜，與方圓300米內的其
他車輛溝通，雙方會以每秒10次
的頻率，交換車速、方向和車距
等基本數據。

售約1500港元 不收集私隱
即使司機未有為意，系統也可及時作出提醒，

例如讓司機知道小路有車轉出、死角有對頭車入
彎等。每套系統價錢約100至200美元(約776至1,552

港元)。運輸部長福克斯稱，車與車溝通技術就像安全帶
和安全氣囊一樣，是新一代汽車安全措施。
當局強調，系統只會向司機提供警報，不會代替司機自動

駕駛或剎車。系統只會收集基本安全數據，不會交換或記錄個
人訊息，避免私隱爭議。運輸部前年起在約3,000輛汽車進行測
試，除醉駕或機械故障外，技術能預防7至8成交通事故。

■美聯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三星發出邀請信。 網上圖片

車禍會發生，

往往都是不小心

駕駛所致，美國

運輸部就計劃要

求今後出廠的私

家車和貨車，都

必須安裝類似互

聯網的汽車間通

訊系統，讓路面

汽車能互相「對

話」，及時提醒

司機即時路面情

況，以減少交通

意外。

■飲太多汽水損害健康。
網上圖片

雪花中尋影像
加拿大樂隊Young Rival最近搞搞新意

思，利用廿年前紅極一時的「立體圖」
(Autostereogram)技術，製作新歌MV，

上載到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的片段看來是一片雪花，但
只要改變目光聚焦點，就可看到隱藏在雪花後的MV形象。
樂隊利用XBox Kinect接駁電腦，再用Kinect的紅外

線測量景深數據，以電腦程式將普通畫面轉化成立體
圖。為了讓眼球無法習慣這種模式的觀眾收看MV，樂
隊也提供「鬥雞眼」版本。 ■綜合報道

MV潮玩立體圖
韓人最嗜酒
不少人愛飲酒，作為社交聯誼或減壓方法。研究公司Euromonitor

調查44個國家和地區民眾的飲酒習慣，發現韓國人原來最「飲得」，
屬飲酒年齡的人，平均每周喝下13.7小杯烈酒，是排第2的俄羅
斯人的兩倍，第3位是菲律賓人。予人劉伶處處之感的中國，
原來僅排第27，平均每周喝1.5小杯。不過這次調查只計算
烈酒，啤酒和葡萄酒等酒精飲品不包括在內。

不少韓國人認為，一
起飲酒是建立友誼和工
作關係的最快方法之
一，又認為「飲得多代
表工作做得好」。但
《紐約時報》前年曾報
道，在首爾，幾乎每間
警署覊留室每晚都有醉酒
男女被關押，他們都是因
出言辱罵甚至動手打警員而
被扣。 ■《每日郵報》

可巨如

女士興高采烈地購物之時，男士到底怎麼過？
在相片分享平台Instagram上，一個名為「與他們
的女伴購物：痛苦的男士」的帳戶，收集了多張
世界各地男士等候妻子或女友購物的照片，他們
一臉無奈，百無聊賴排排坐在服裝店內外，部分
人玩手機飲咖啡打發時間，有些人更不顧儀態呼
呼大睡。該帳戶表達了男士心聲，至今已吸引逾
5萬人「追隨」。 ■綜合報道

陪女伴購物男人之苦：

「「飲得多工作好飲得多工作好」」

1 韓國 13.7
2 俄羅斯 6.3
5 日本 4.4
10 美國 3.3
12 德國 3.0
15 法國 2.7
20 英國 2.3
27 中國 1.5

南美洲福克蘭群島有一隻「識字」的
國王企鵝，站在一塊寫有「停！只准企
鵝進入」的告示牌前，看來像在閱讀文
字。英國野生動物攝影師薩達尼亞捕捉
這一幕，還拍攝了多張國王企鵝搖擺地
走甚至做「瑜伽」的場面。 ■綜合報道

企
鵝
也
識
字

國家嗜酒排名榜(部分)
排名 國家 平均每周飲

烈酒份量(小杯)

扎拉希維奇表示，動物會隨時間演化，以確保生存繁衍，老鼠的適應力尤
其強勁，大型哺乳動物一旦滅絕，老鼠將可極速侵佔原有動物的地位和

生活空間，有朝一日或變得像水豚般，體重可達80公斤。
在恐龍時代，哺乳動物因處於弱勢，體型非常小；恐龍絕種後，牠們隨

即大量演化繁殖，300萬年前就出現過一種像牛般大的囓齒動物，體重超
過1噸。

全球暖化 爬蟲類恐變大
去年曾有科學家
警告，全球暖
化將令爬蟲
動物體型
增大，哺
乳 動 物
變 細 。
5,500 萬年
前的古新世
─始新世極
熱時期，也
曾有蛇長
如巴士，

馬 卻 小 如
貓。
■《每日郵報》

http://youtu.be/
2AKtp3XHn38

數百萬年前，囓齒動物曾是地上

哺乳動物的代表，說不定有朝一

日，牠們會取代人類再次君臨地

球。英國萊斯特大學地質學家扎拉

希維奇推測，假如現有大型哺乳動

物絕種，老鼠將成為填補生態系統

空隙的物種，有機會演化成牛一

般大的動物。

鼠 牛學者：

■如老鼠長得像牛般
大，實在十分恐怖。

網上圖片

■ 隱 藏 的 影
象。 網上圖片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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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攝影獎入圍作索尼攝影獎入圍作
日本索尼(Sony)世界攝影大獎日前公
布入圍名單，評審團從破紀錄的14
萬幅參賽作品中，篩選出數十幅作
品，其中包括蒙古一頭蒼鷹站在獵
人臂上，盡顯主僕情深；另有深

宵中的慕尼黑啤酒節，繁華
佈置與寂寥場面構成有

趣對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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