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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生了一宗駭人聽聞的女兒告父母案。
新澤西州一名女高中生離家出走後，竟入稟要
求父母支付學費、生活費和訴訟費。法庭前日
開審，法官當場斥責她被寵壞，並駁回其要
求。

稱父灌酒強吻 母罵「豬扒」
18歲的坎寧是模範生及啦啦隊隊長，她稱

遭父母出言侮辱和身體虐
待，指母親辱罵她為
「豬扒」，父親對她
則有「超越父女情的
愛慕」，常灌她飲酒
並強吻她。家中的不
快經歷令她幼年患飲
食失調症，心靈受
創，去年10月決
意離家出走，
但並非出於
自願。
坎寧於
男友家

中逗留兩晚後，搬到鄰鎮好友家中暫住，其
後入稟要求法庭裁定自己仍受父母約束，勒
令他們支援日常開支。

曠課罰停學 遭沒收車匙手機
但法庭文件指，坎寧去年因逃學被罰停

學，其父母要求她不要再見男友，並沒收她
的車匙和手機。其母稱坎寧是主動離家，希
望從此擺脫父母監管，其後已通知校方不會
為女兒交學費，澄清虐待指控毫無根據。

「恨不得在媽媽臉上拉屎」
其父則承認有訂下數條家規，要求女兒最遲

晚上11時必須返家，對被女兒控告難以置
信。兩夫婦指坎寧不守家規，不願做家務才離
家出走，而他們不支付學費，是因坎寧選擇的
私立大學學費太高。
法官博高在庭上讀出一段坎寧的電話留言，

當中她責罵其母稱：「我恨不得在你臉上拉
屎，憎你憎到入骨，過你的好生活吧，再見媽
媽」。博高狠批從未見過有人對父母如此無
禮。

警方調查後斷定坎寧沒受到精神虐待，父母
曾要求她回家，但遭拒絕。博高表示看不到坎
寧出現緊急情況，故拒絕她要求父母即時提供
財政援助；又指若判坎寧勝訴，恐會立下先
例。
案件下月繼續聆訊，屆時將判決坎寧父母應

否支付大學學費。新澤西州法律規定，若子女
未有自立能力，雙親有責任供養。專家指，判
決將取決於坎寧是被迫離家，還是出於自願。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每日郵報》

這項研究在
波士頓舉

行的一個愛滋病會議上公布，並已在美
國《科學》雜誌網站發表。因發明愛滋
病雞尾酒療法而聞名的何大一說：「這
項成果將會對愛滋病預防努力給予巨大
推動。」

已對獼猴做測試
何大一指這種叫做GSK744LA的藥物

還沒有進行人體測試，但利用獼猴進行
的實驗證明，藥效足以在人體內維持3到

4個月，因此認為藥物應每季注射一次。
在為期8周的實驗中，研究人員分別在
實驗開始階段和第4周為8隻獼猴各注射
一次新藥，然後用與人類愛滋病病毒相
似的人猴嵌合免疫缺陷病毒(SHIV)攻擊獼
猴，每周攻擊一次，實驗結束時8隻獼猴
都健康無恙。在對比實驗中，注射安慰
劑的獼猴則全部感染。

降高風險者感染率
何大一形容這是一種叫預防性投藥的

治療方案，不同於疫苗，它能有效幫助
高風險人士降低感染愛滋病機率，又能
解決以往治療方法難以長期堅持的問
題。
對於這項新發現，愛滋病治療專家、

美國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格蘭特向
《科學》雜誌表示，它將改變預防愛滋
病的遊戲規則，並稱「在我所知的愛滋
病預防研究中，這是最令人興奮的消
息」。不過，美國費城兒童醫院的約翰
遜認為，即使3個月打一針，要想堅持也
有困難，「長期來看仍不可行」。
何大一表示，愛滋病疫苗「依然非

常、非常遙遠」，因此在疫苗成功開發
前，此方案可用於「中間的過渡期」。
研究團隊將與葛蘭素史克公司一同在美
國開展臨床試驗，預計明年可獲得這種
長效藥物的更多安全性數據。此外，他
們也計劃在其他國家的高風險人群中開
展類似臨床研究。

■美聯社/《紐約時報》

一針或有效一針或有效33個月個月

何大一研新藥何大一研新藥
為愛滋疫苗鋪路為愛滋疫苗鋪路

著名美國華裔科學家何大一的研究團隊前日宣布，開發

出一種新型藥物，將來人們只要打上一針，就有可能3個

月不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研究人員認為，使用這種藥物可

成為開發出愛滋病疫苗前的過渡方案。對於靠每日服藥丸

預防愛滋病的人而言，亦可作為替代藥物。

人力資源顧問公
司 ADP 公布，美
國上月私企新增職
位只有13.9萬個，
少於去年每月平均

18.6萬，亦差過市場預期的15萬，
令市場憂慮就業市場前景，美股昨
日早段窄幅徘徊。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早段報16,389點，跌6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1,871點，跌 2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353
點，升1點。
歐股偏軟，英國富時100指數中

段報6,778點，跌45點；法國CAC
指數報 4,388 點，跌 7 點；德國
DAX指數報9,556點，跌33點。
ADP報告指出，金融服務業上月
就業人數減少2,000人，是連續第2
個月下跌，是2011年以來最差。

■法新社

「食肉減肥法」近年大行其道，不少名人聲稱
透過進食高蛋白質含量餐單，可達致瘦身效果。
然而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發現，攝取含高蛋白質
食物如紅肉和芝士，患癌致死風險是一般人的4
倍，危險程度猶如每日吸20支煙，中年人士尤其
高危。
研究員追蹤數千名成年人近20年的飲食習慣和

病歷，發現進食高動物蛋白質含量餐單的人，與
進食低蛋白質者比較，整體死亡風險高74%，因
糖尿病致死的風險亦高數倍。

宜按體重控制蛋白質攝取量
這次研究首次計算定期進食高蛋白質食物的致

死風險，把「高蛋白質」水平，界定為每天最少
20%卡路里攝取量來自蛋白質。研究員建議中年
人按體重控制蛋白質攝取量，每公斤體重每日
攝取量為0.8克，一名重約57公斤的人，每日
便應吸收45至50克蛋白質。
研究員克里敏斯表示，中年人進食低蛋白質

餐單，有助預防癌症及整體死亡風險，但老人
則應多吸收蛋白質，以保持健康體重及令身體強
壯。英國雷丁大學食物營養專家庫恩勒表示，減
少吃紅肉可降低患癌風險，但最重要是保持均衡
飲食。 ■《每日電訊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瑞信集團昨日公布研究結果，估
計中國投資者將於未來7年耗資
440億澳元(約3,058億港元)在澳洲
置業，令當地樓市進一步升溫。
報告根據澳洲外國投資審查委員

會(FIRB)數據，預測未來7年每年
有逾50億澳元(約348億港元)華資
湧入澳洲樓市，而隨着中國經濟急
速發展，將有更多中國人到澳洲置
業。

報告指，中國投資者過去7年共
花240億澳元(約1,672億港元)在澳
洲置業，當中大部分是一手樓，年
均購入悉尼18%和墨爾本14%的一
手樓。
澳洲目前樓價高企，悉尼及墨爾

本樓價中位數較2008年金融海嘯期
間飆升3成，部分政客警告切勿出
售珍貴農地及礦場予外商。

■法新社

歐盟委員會昨日警告，法國的財赤及負
債比率持續高企，若再無改善，不但影響
當地經濟，甚至會波及其他歐洲國家，損
害歐洲整體經濟復甦。
法國去年及今年的財赤目標預計分別為
4.1%及3.6%。歐委會指法國達標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敦促該國繼續整頓財政外，亦
應將焦點移向削支及提高政策效率。

歐元區增速加快 上季升0.3%
歐委會也關注德國長期維持龐大經常帳
盈餘，指這種方針會對其他歐盟經濟體構
成壓力，令它們長期承受經常帳赤字，歐
盟不時敦促德國減少依賴出口，致力創造
更多內需，以減少經常帳盈餘。

另外，歐盟統計局昨日公布的數據顯
示，歐元區上季經濟增長加速，按季增長
0.3%，與上月估計初值相同，按年則增長
1.2%；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別錄得7年和3年
以來最大季度增長。
受德國服務業及經濟增長強勁帶動，歐

元區上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從
52.9升至53.3，創32個月新高，反映企業
情緒向好。Markit 首席經濟師威廉森表
示，按此趨勢，歐元區今季增長可望升至
介乎0.4%至0.5%的3年新高。
市場人士認為，歐元區經濟漸入佳境，令

歐洲央行推出刺激措施的可能性降低。根據
彭博通訊社調查，只有1/4受訪經濟師認為
歐洲央行將會減息。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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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負債嚴重恐累別國
英倫銀行今日公布議息結果，外界普遍認為銀行將繼續維持0.5

厘超低息不變，以免阻礙經濟復甦。英倫銀行自2009年3月起一
直將息口維持在現有水平，議息後將踏入第6年。
銀行之前強調，失業率回落至7%時才考慮加息，但這個門檻提

早臨近，銀行於是改口風，稱失業率非唯一指標，希望把通脹率
維持在2%目標水平，料銀行會維持現時每月375億英鎊(約4,861
億港元)的量化寬鬆(QE)規模。
荷蘭合作銀行高級外匯策略師福利指出，銀行的言論意味英國

經濟仍有一定的閒置生產力，估計即使最終加息，步伐亦不會太
快。
銀行在最近一次季度報告中，將英國今年增長預測從2.8%調高

至3.4%，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最快。
■法新社

英央行料維持超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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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減肥法由美國醫生阿特金斯
提出，故又稱「阿特金斯減肥法」
(Atkins diet)，提倡完全不吃碳水化
合物、澱粉類和高糖食物，改為攝

取高蛋白質的魚和肉類。
大量進食動物蛋白質，並
降低碳水化合物攝取後，
血液中的葡萄糖會逐步減
少，人體就會自動燃燒脂
肪，從而達到減肥目的。
據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影星畢彼特等美國名人都
是食肉減肥法擁躉，近年
在香港也愈來愈流行。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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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減肥法在港流行

逆女被寵壞 入稟向雙親索錢 3000億華資湧澳樓市

繼日本比特幣交易所Mt-
Gox申請破產保護後，加拿大比特幣
交易所Flexcoin前日遭黑客入侵，接
連出事令外界質疑比特幣是否可靠。
《日本經濟新聞》昨日報道，日本政
府可能本周公布針對比特幣的新監管
指引，包括對相關交易徵稅。
報道指，日本政府會將比特幣界

定為如黃金般的交易商品，並禁止
銀行為顧客開設比特幣戶口和進行

交易，證劵行亦不准處理此類交
易。一旦實施，日本將是嚴格規管
比特幣的全球首批主要經濟體之
一，俄羅斯和中國此前已出台法例
嚴限比特幣。
Flexcoin前日遭黑客入侵，在網上
儲存的896個比特幣全數被盜，損
失60萬美元(約465.7萬港元)，因無
力彌補損失，被迫即時關閉。

■法新社/路透社

日擬向比特幣交易徵稅

■■坎寧看來未有悔坎寧看來未有悔
意意。。 路透社路透社

■坎寧的父母面對女兒的指控，感到傷心欲
絕。 美聯社

■畢彼特亦用此法減肥。
法新社

■何大一多年來積
極研發預防愛滋藥
物。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