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

日本琦玉縣北本市一個溫泉，上月
先後有3人入浴後出現發燒等症狀，
其中一名66歲男性更感染肺炎，延至
本月3日死亡。當局從死者的痰以及
溫泉驗到退伍軍人桿菌超標，不排除
是致死原因，昨日已要求有關溫泉暫
停營業，直至確保安全。
肇事溫泉是位於北本市的「湯樂之
里北本溫泉」。報道指，3名60至83
歲的男性客人上月18日至21日間曾
使用該溫泉，數日後開始出現發燒、
呼吸困難等症狀。事件中另外兩人正
在康復。

經營該溫泉的公司在東京和關東6
個縣均有店舖，公司稱會盡快查清事
故原因，並會重新調整企業管理方
針。■日本《朝日新聞》/富士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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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國際法庭今年3月頒令，禁止日本在南極捕
鯨，但日方並未就此反省，早前在日本北部對出海域
捕殺多達30條小鬚鯨，是有關裁決後首次捕鯨行動。
對於日本政府在頒令後仍表明會繼續捕鯨，美國負責
經濟、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諾維利前日表示，
反對日方所謂的「科研捕鯨」行動。
日本農林水產省前日表示，作為日本在太平洋西北
部海域「科研捕鯨」行動的一部分，一隊沿海捕鯨船
隊於4至6月間捕殺30條鯨魚，另一批人員目前則仍
然在較遠位置進行捕鯨。
日本1986年遭國際社會禁止商業捕鯨後，以「科
研」為名繼續捕鯨。在去年的捕鯨季節期間，日本在

南極共捕獲251條小鬚鯨，是目標數量的1/4，另於太
平洋北部海域捕獲224條。日方早前把今年太平洋捕
鯨目標數量削減近半，至210條。

謀恢復商業捕鯨
日本政府早前揚言希望恢復商業捕鯨，諾維利對此

表示強烈反對，強調美國致力支持禁止商業
捕鯨，保護鯨魚，又批評日方以科研為名
捕殺鯨魚，認為以現今技術大可通過非致
命方式取得同樣的研究資料，質疑日方的恰
當性。

■《拉丁郵報》/美聯社/共同社

日太平洋再殺30鯨
美反對科研作藉口

樂伴子女成長 自願棄職留家者25年增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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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風行令全球湧現「低頭
族」，過度玩手機不僅會引起「科
技頸」和眼睛疲勞，更會導致連串
心理問題。新加坡有專家認為，當
地手機成癮現象普遍，促請醫療部
門將手機成癮界定為心理疾病，加
以遏止。
星洲智能手機及社交網站使用率

極高，市場調查公司Nielsen及資訊
服務公司Experian數據分別顯示，
87%星民擁有智能手機，遠高於美
國的65%；星民每次瀏覽社交網站
facebook的時間平均長達38分鐘，
約為美國人的兩倍。
格倫伊格爾斯醫療中心心理治療

師阿德里安．王（Adrian Wong，
譯音）表示，很多求診病人均以上
網及瀏覽社交網站作為解壓的唯一
途徑，當中一名18歲青年被父親切
斷網絡後，竟不堪「網癮」發作，
周圍向鄰居借無線網絡上網。

患者手機離手即焦慮
南洋科技大學副教授特里沙．林

（Trisha Lin，譯音）表示，手機
上癮患者普遍難以自控，一旦無法
使用手機便會感到焦慮、學習或工
作效率下降，更要定時查閱手機。
有專家指，隨着智能手機普及，如
今沉迷社交網站、下載影片的現象
遠比沉迷網絡遊戲普及。■法新社

洛克菲勒曾孫 駕小型飛機失事亡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曾孫理查

德前日單獨駕駛小型飛機時，不幸遇
上意外，飛機起飛不久便在紐約市郊
撞樹墜毀，理查德當場身亡。聯邦航
空管理局（FAA）將聯同國家運輸安
全委員會（NTSB）調查今次事件。
65歲的理查德前日早上8時，在西
切斯特縣機場駕駛小型飛機起飛，當
時有大霧，能見度僅400米，飛機起
飛8分鐘便從雷達上消失，之後被發
現撞樹墜毀。失事地點位於紐約市郊
一個約有1萬名居民的社區，據報飛
機曾險些撞上民居。
警方表示，失事飛機有幾個部分破
裂，部分機件掛在樹上，但機身主要部

分仍保持完整。起飛機
場在事發後一度關閉。
洛克菲勒家族發言人

形容事故是「可怕悲
劇」，稱理查德周四剛
從紐約飛到西切斯特
縣，為父親戴維慶祝99
歲生日，稱理查德飛行
經驗豐富，故今次意外令家人震驚。
理查德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醫學

院，一直任職醫生，其父親戴維是美
國大通銀行（摩根大通銀行前身）前
主席兼行政總裁，亦是一位著名慈善
家，曾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主
席。 ■美聯社

美崖邊豪宅淪危樓 屋主放火燒成灰
美國得州一幢價值70萬美元(約543萬港元)的豪宅，因
位處的懸崖有土壤流失，以致成為危樓。買下豪宅原本
打算養老的一對老夫婦，無奈下只好聽從當局建議，一
把火將豪宅整幢燒掉，以防再有更多建築廢料倒落崖下
的湖中。看着大火把畢生積蓄吞噬，兩老都欲哭無淚。
這幢建於2007年的豪宅面積達4,000平方呎，位於惠

特尼湖上方75呎一個懸崖邊緣。業主韋布夫婦前年購入
豪宅用來退休，還打算留給下一代，沒想到豪宅所在懸
崖近月開始崩落，土地出現裂縫，只有7年樓齡的豪宅
頓變危樓。韋布表示，買樓前驗樓師和地質專家都指豪
宅沒問題，沒想到會這樣。 ■《衛報》

加州兩周內800人染百日咳
美國加州公共衛生部前日表示，當
地過去兩周錄得800宗百日咳確診個
案，全年累積病例達3,458宗，超過
去年總和。當地傳媒指，85%患者均
曾接種預防疫苗，醫生解釋疫苗的預
防效力隨時間減弱，導致感染個案上
升。

百日咳感染屬周期性，每3至5年
便有一次高峰期，上一次是2010年，
當時有10名初生嬰兒死於此症。由於
嬰兒特別容易受感染，醫生建議父母
盡早為嬰兒接種預防疫苗。百日咳患
者初時會出現感冒病徵，後期可變成
嚴重咳嗽。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日老翁浸溫泉
染退伍軍人症死

■■肇事的溫泉肇事的溫泉「「湯樂湯樂
之里之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豪宅灰飛煙滅。 路透社

■■飛機一部分被撞至飛機一部分被撞至
難以辨認難以辨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理查德理查德

美國爸爸甘美國爸爸甘做做「「家庭主夫家庭主夫」」

得州的布萊澤克夫婦是其中一對男女角色互調
的父母，男方原本任職電腦教師，收入較妻

子比蒂娜在特殊學校任教的低，所以決定留在家
照顧4名子女。做家庭主夫超過10年，布萊澤克
很慶幸自己留在家中，沒有錯過孩子成長的重要
時刻。不過他很清楚自己做主夫的生活會隨孩子
長大終結，屆時他會重回職場。

1/4為失業男 支持伴侶發展事業
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在美國約200萬「家庭
主夫」中，有近1/4是因失業所以留在家，但也有
21%是自願肩負照料家庭的重任，比例是1989年
的4倍。皮尤高級研究員利文斯頓指，數據反映男
女之間的性別角色開始融合，不再只由丈夫背負
家中的經濟重擔。
全職父親的數目遠低於全職母親，皆因社會傳
統對男女角色的約束、旁人的眼光、自我懷疑，
令男士卻步，但有不少「愛妻號」為支持妻子發
展事業，願意放下工作，投身家庭。
現職醫生的達根和丈夫卡爾博夫斯基由於請不

到保姆照顧一對雙胞胎，本身任
職護士的卡爾博夫斯基遂毅然辭職撫
養孩子，讓妻子發揮所長，這決定連女
方也感到驚訝。卡爾博夫斯基說：「我
的事業發展已過巔峰，但她的才剛剛開
始，何不讓她去追求事業？」

妻子感激 婚姻昇華
在律師事務所做合夥人的西爾姆絲亦感

激丈夫照顧女兒，讓她可更快升職，但她強
調，丈夫打理家庭最大的好處不是令她在職
場無後顧之憂，而是令二人感情昇華。
「女主外，男主內」會否成為社會主

流？學者夏皮羅認為每一時世代都會改變
當時盛行的社會規範，特別在現今社會
由工業型經濟轉為知識主導的商業世界，
加上持有學士或碩士學位的女性比男性
多，她們發展事業的機會隨之增加，打破
以往男性出任家庭支柱的傳統。

■路透社/《波士頓環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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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零售商聯合會(NRF)預計，今年美
國人花在慶祝父親節的消費約為125億美
元(約968億港元)，較去年少5%，相比上
月母親節近200億美元(約1,550億港元)的
消費則少3成，更指出父親節是全年消費
最少的節日，反映父親節不太受重視。
NRF同時指出，計劃慶祝父親節的受訪

者只有76.1%，遠低於母親節的84.5%。
禮物選擇方面，受訪者表示會帶父親去看
棒球賽、參加高爾夫球一日課程等。現時
最受歡迎的父親節禮物頭3位分別是維修
家居物品、工具和服裝。
另外，Insure.com從2011年開始推出母

親節指數及父親節指數，計算父母所負責
家務換算成的經濟價值。今年的父親節指
數是2.4萬美元(約18.6萬港元)，是自統計
以來最高，不過仍不及母親節指數的6.3
萬美元(約48.8萬港元)。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聖迭戈日報》

男士湊仔媲美女性
世 上

只有媽媽
好？隨着社
會轉變，大眾
開始接受父兼
母職，也出現了
愈來愈多的全能爸
爸。究竟父親能否
勝任母親的角色
呢？有專家指，母
親負責餵哺，體內的

催生素、雌激素及荷爾
蒙分泌較多，故與孩子溝通

得較好。不過社會學教授威爾
科克斯認為，社會一直都因嬰兒
出生初期較需要母親而將母親定
性為主要照顧者，忽略了父親其
實未必比母親遜色。

憑哭聲辨出兒女
最近有多國研究顯示，父親在生理上

的細心程度不比母親弱，法國年初便有研究發
現父親能憑嬰兒哭聲分辨是否自己的寶寶，準
確度與母親相若；以色列亦有研究發現嬰兒出
生後，父親大腦產生的養育意識與母親一樣，
研究員指母性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社會規範
所建構，推翻了自古至今女性應留家相夫教子
的概念。
加拿大布魯克大學首席研究員杜塞研究全職

父親已20年，她指出男士絕對有能力照顧不同
年齡的孩子，尤其是初生嬰兒，亦擅於與他們
溝通，只是社會主流論理多年來仍擺脫不掉
「母親比父親更會照顧孩子」，埋沒了男士的
「湊仔潛能」。

較能訓練冒險獨立精神
其實早於1970年代便有研究發現父親在遊戲
中較能鼓勵兒童冒險及獨立。育有兩名子女的
父親謝蒂覺得，男士只是礙於生理上無法分娩
與餵哺孩子，除此之外其他部分可跟母親做得
一樣好。

■加拿大《國家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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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男士都會

幫忙湊小朋友。
網上圖片

■■卡爾博夫斯基為令妻子能發展事卡爾博夫斯基為令妻子能發展事
業業，，甘願從職場中退下來甘願從職場中退下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布萊澤克慶幸自己能陪布萊澤克慶幸自己能陪
伴一對兒女成長伴一對兒女成長。。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捕鯨到底是否真為科研令人質疑日本捕鯨到底是否真為科研令人質疑，，
左圖為官員公開示範食用鯨魚肉左圖為官員公開示範食用鯨魚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