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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疫國採訪
■感染伊波拉的自由攝
影師穆克波。
影師穆克波
。 網上圖片

NBC
攝影師

中招
美首名患者入院 4 天
住所仍未消毒

■穆克波一直在利比里亞為不
同新聞機構工作。
同新聞機構工作
。
網上圖片

美國本土首名伊波拉患者鄧肯留院治療，
美國本土首名伊波拉患者鄧肯留院治療
，清潔
公司原定前日到他的住所消毒，但公司因沒取得
公司原定前日到他的住所消毒，
在得州公路運載有害廢物的許可證，
在得州公路運載有害廢物的許可證
，當局拒絕清
潔人員入內，
潔人員入內
，這意味自鄧肯周日入院以來
這意味自鄧肯周日入院以來，
，他的
住所過了足足4
住所過了足足
4 天仍未消毒
天仍未消毒。
。
鄧肯女友路易絲、
鄧肯女友路易絲
、她未滿 13 歲的女兒及兩名 20
多歲的外甥，
多歲的外甥
， 自鄧肯確診以來一直留在住所隔
離，屋內有鄧肯用過的床單
屋內有鄧肯用過的床單、
、毛巾等貼身物品
毛巾等貼身物品，
，
路易絲只能用漂白水消毒。
路易絲只能用漂白水消毒
。
消息指鄧肯在利比里亞曾到一名伊波拉患者家中
照顧病人，
照顧病人
，但利國機場管理局表示
但利國機場管理局表示，
，鄧肯從利國飛
往比利時布魯塞爾時，
往比利時布魯塞爾時
，在檢疫問卷中表示未有接觸

繼美國出現首名本土確診伊波拉患者後，再有美國人在西非「中招」。在利比里亞
為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工作的 33 歲美籍自由攝影師穆克波，前日證實對伊波拉病
毒呈陽性反應，目前正被隔離，等候送回美國醫治。採訪團隊其餘 4 人未有受感染徵
狀，他們將返美接受隔離觀察 21 天。該名攝影師是首名在西非感染伊波拉的美國新聞
從業員，這凸顯在當地採訪疫情的危險性。
克波已在利比里亞為不同新聞機構工作 3 年，
穆周二剛獲
NBC 新聞部聘用為第二攝影師，協

助NBC醫療新聞主編斯奈德曼採訪。NBC表示，穆
克波周三感到肌肉疼痛及疲倦，並出現輕微發燒，
他隨即自行隔離，翌日前往無國界醫生醫療中心接
受檢測，證實感染伊波拉。
斯奈德曼前日曾與穆克波聯絡，她表示對方精神
很好，目前正被隔離，快將送返美國。由於伊波拉
患者通常在感染後 8 至 10 天才出現病徵，相信穆克
波受僱於NBC前已接觸病毒。

有大量學生缺席。

聯國：遏疫情成最優先任務
聯合國前日在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發起行動，
防止伊波拉在全球擴散，表示遏止疫情是全球最優
先任務。聯合國伊波拉應急特派團(UNMEER)團長
班貝里到訪疫情最嚴重的 3 個西非國家，他表示：
「我們結束這場危機的唯一方法，就是能否阻止每
宗最新病例，杜絕病毒傳播風險。」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利比里亞醫護人員噴灑消
毒劑防疫。
毒劑防疫
。
法新社

越南殘忍狗市
填鴨式谷肥狗隻

偷寵物犬販賣
越南經歷戰亂饑荒後經濟起飛，民眾能
負擔起更好享受，掀起食狗肉熱潮。單是
越南北部一個狗肉市場，繁忙時期每日便
有多達 2,000 隻狗被屠宰，因供不應求，
促使不法之徒偷走民眾的寵物犬或從泰國
偷運流浪狗。
由於狗隻價格是按重量計算，商販會硬

■大量狗隻被困在狹窄生銹的鐵籠
大量狗隻被困在狹窄生銹的鐵籠。
。
網上圖片
塞鐵管入狗隻食道，直接倒入食物。記者
曾問狗場主人牠們會否感到痛楚，他冷血
地回答「完全不痛」。
有偷狗賊稱7年內共偷去3,000隻狗，因
當地偷狗罰款輕微，間接助長罪行。越南
中部曾有 68 名村民不甘愛犬被偷，殺死 2
名偷狗賊。然而偷狗賊配備槍械，一般民
眾根本無力抵擋。
■《每日鏡報》

海床揭秘
兩大山脊長數百公里

地球有 71%表面被海水覆蓋，但絕大部
分的海床地形和結構一直成謎。科學家前
日在《科學》期刊發表研究報告，利用人
造衛星探測海底地勢及地殼結構，製成海
底地形圖，詳細顯示海底下數以千計的山
脈，當中位處墨西哥灣和南大西洋海底的
山脊更長達數百公里。
加州大學斯克里普斯海洋學研究所地球
物理學家桑德韋爾領導這項研究，利用歐
洲太空總署用作監察南北兩極浮冰厚度的
人造衛星「CryoSat-2」號，以及美國太空
總署(NASA)用作監察洋流如何改變海洋地
勢的「Jason-1」雷達裝置，測量海床重
力，得出海底地形結構圖。
新發現的兩個巨型山脊，是當地球板塊

裸照女星或向 索償 億億

美國石油巨企埃克森美孚前日稱，為安全起見，
將限制員工前往伊波拉肆虐的西非國家，並押後利
比里亞一個離岸預探井原定今年底啟動的計劃。
美國首名本土確診伊波拉患者鄧肯仍然留醫，得
州衛生官員表示，當局正監察約 100 名曾與患者有
直接或間接接觸的人士，至今有 14 人的測試呈陰性
反應。與鄧肯有密切接觸的 4 名家人被下令留在達
拉斯的家中，當局登門收集鄧肯曾使用的床單和其
他物品，用塑膠袋封存避免傳染。在鄧肯曾逗留的
兩間學校，家長因擔心子女而不讓他們上學，以致

移開、岩漿湧上地殼表面時形成。墨西哥
灣海底的山脊於 1.5 億年前火山爆發形
成，長度與美國得州的闊度相若；非洲安
哥拉對出南大西洋海底的山脊延綿 800 公
里，是早於南美洲與非洲分離時形成。
■《每日郵報》/路透社

■ 海床圖像
用紅點標示
黎克特制
5.5 級 或 以
上的地震區
域。 路透社

國際研究小組前日表示，目前肆虐全球的愛滋
國際研究小組前日表示，
病毒(HIV)
病毒
(HIV)，「
，「幾乎可以肯定
幾乎可以肯定」
」起源於約 100 年前
的中非最大城市，
的中非最大城市
，亦即是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
亦即是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
、
簡稱剛果((金)的首都金沙薩
簡稱剛果
的首都金沙薩。
。
自從愛滋病作為一種傳染病出現以來，
自從愛滋病作為一種傳染病出現以來
，全世界
共有 7,500 萬人感染
萬人感染。
。愛滋病毒最初來自非洲中西
部的靈長類動物，
部的靈長類動物
，但具體起源地和傳播途徑仍有
爭議。
爭議
。
為探究愛滋病傳播的早期歷史，
為探究愛滋病傳播的早期歷史
，歐美多個研究
機構用美國一個愛滋病毒基因序列數據庫的數
據，重建愛滋病毒
重建愛滋病毒--1 型 M 組的遺傳歷史
組的遺傳歷史，
，目前約
90%
90
%的愛滋病例都是感染這種病毒
的愛滋病例都是感染這種病毒。
。
研究人員在《
研究人員在
《科學
科學》
》雜誌上發表報告指
雜誌上發表報告指，
，愛滋

美國影星裸照外洩事件餘波未了，代表 10
多名受害女藝人的律師周三去信 Google，指
Google「明知照片屬被盜財物仍發布，是明
目張膽的不道德行為」，或索償超過 1 億美
元(約7.76億港元)。
娛樂圈著名律師辛格在信件中，批評
Google「利用受害女性賺取數百萬美元利
潤」，要求 Google 立刻移除相關照片及保存
與照片
有關的記錄。
辛格又向 Google 發出多
張違反《數碼千禧年版權
法》(DMCA)的通知，該
法例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
商按要求移除有版
權的資料。辛格
指微博twitter等
網 站 遵 守
DMCA， 但
Google 搜 尋
器及旗下網
站仍能找到
有關照片。
Google 表
示，在接
到移除要
求後，數
小時內已刪
除數萬張照片及
註銷數百個戶
口。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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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士將物資搬回鄧肯的住所
有男士將物資搬回鄧肯的住所。
。

美聯社

伊波拉患者，
伊波拉患者
，懷疑蓄意隱瞞
懷疑蓄意隱瞞，
，而當時檢疫人員
而當時檢疫人員3
3次
量度其體溫，仍維持在
量度其體溫，
仍維持在36
36..3℃。利國總統瑟利夫表
示正研究起訴鄧肯。
示正研究起訴鄧肯
。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研究︰
研究
︰愛滋源於剛果
愛滋源於剛果((金)首都

埃克森限制員工赴西非

越南吃狗肉成風，英國《每日鏡報》記
者深入該國北部，揭露狗肉市場的可怕場
面。大量狗隻被關在狹窄生銹的鐵籠，狗
場主人為增加利潤，採用殘忍的「填鴨」
方式「谷肥」狗隻，也有不法之徒為暴利
偷走民眾的寵物狗。由於當地沒相關法例
規管，放任情況惡化。

■ 利比里亞醫護
人員用手推車運
送伊波拉患者。
送伊波拉患者
。
法新社

■有份採訪的
斯奈德曼表示
穆克波精神很
好。 網上圖片

■ 金像影后珍妮
花羅倫斯是裸照
受害人之一。
受害人之一
。
資料圖片

病毒-1 型Ｍ組的共同祖先
病毒型Ｍ組的共同祖先，
，最早出現於約 1920 年
的金沙薩。
的金沙薩
。病毒從猩猩或猴子身上傳播到人類身
上至少有 13 次，只有愛滋病毒
只有愛滋病毒--1 型Ｍ組最終成為
人類流行病。
人類流行病
。

鐵路發展 病毒擴散主因
負責研究的牛津大學教授派伯斯表示，
負責研究的牛津大學教授派伯斯表示
，1920 年
至 1960 年間
年間，
，愛滋病毒
愛滋病毒--1 型Ｍ組在當時稱為扎伊
爾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擴散，
爾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擴散
，原因包括城市人口增
長、運輸網絡發展
運輸網絡發展、
、性交易增加及未經消毒的注
射行為等，
射行為等
，其中最關鍵是鐵路系統
其中最關鍵是鐵路系統。
。該國殖民時
期檔案表明，
期檔案表明
，上世紀 40 年代末期
年代末期，
，每年超過 100
萬人途經金沙薩乘火車出行。
萬人途經金沙薩乘火車出行
。
■法新社

加泰羅尼亞設選委會
非法推獨立公投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前日頒布新法令，成立由7人組成的選舉
委員會，監察下月的獨立公投，無視西班牙憲法法院周一下令停止公
投計劃。西班牙副首相桑塔馬尼亞及執政人民黨表明會就「非法法
令」再度入稟法院。
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馬斯最初提出舉行無法律約束力的獨立公
投時，承諾尊重法律。在憲法法院周一叫停公投準備工作後，馬斯宣
布暫停官方宣傳活動，計劃就判決上訴。馬斯原定昨日與巴塞羅那支
持獨立黨派會面，商討策略，政治分析員推測馬斯將要求提前地方選
舉，變相舉行獨立公投。
執政人民黨在微博 twitter 指新法令非法，反對黨社會黨亦表示反對
公投，但呼籲聯邦政府進行憲法改革，以回應加泰羅尼亞人的訴求。
■法新社/路透社

日大臣戴紅頸巾
國會浪費 20 分鐘激辯

日本女法務大臣松島
綠周三披着一條紅頸巾
到參議院出席會議，引
起反對派議員投訴，指
她違反議會衣着規定。
事件引發議員們激烈爭
辯，會議被迫押後 20 分
鐘，原定直播會議的電
視台更被迫臨時換上
「魚樂無窮」的畫面。
■松島綠
松島綠（
（左）戴上紅色頸巾開會
戴上紅色頸巾開會。
。 法新社
松島綠周三出席會議
時，於外衣上披上紅色頸巾。有議員指她違反數十年來禁止議員在議
事廳和會議室穿戴帽子、大衣或頸巾的衣着規定。翌日早上議員繼續
爭辯，花了20分鐘辯論「頸巾」的定義。
松島堅持沒有破壞規矩，指自己所披的頸巾僅是裝飾，與用來保暖
的不同。參議院發言人指松島的衣着是前日延遲開會的原因之一，指
「議員未達成結論」，將於下周二開會續議。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