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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小頭症狀 美寨卡嬰腦鈣化
寨卡病毒能透過孕婦感染腹中胎兒，損害嬰兒腦部，導致
小頭症等先天疾病，而且無藥可治或疫苗預防，令全球準媽
媽聞風喪膽。美國邁阿密女嬰米凱拉從母體感染寨卡病毒
後，沒有出現小頭症症狀，但腦部有鈣化現象，未來幾年仍
要接受治療。主診醫生勞費爾直言人類對寨卡認識不深，尚
有很多問題有待解答，估計寨卡可能影響嬰兒智力、視力及
聽力。

外表無恙 視網膜異常
米凱拉母親瑪麗亞去年12月懷孕3個月時，在家鄉委內瑞
拉感染寨卡。瑪麗亞知悉寨卡可能引致嬰兒小頭症，一度考

慮接受人工流產，她憶述當時壓力極大，「不知道她能否長
成正常的嬰兒」，但她與丈夫門多薩回到邁阿密照超聲波
時，嬰兒一直未有異樣。米凱拉最終於兩個月前出生，外表
健康無恙，瑪麗亞和丈夫都鬆了一口氣。
不過，醫生在米凱拉出生數天後，從她的腦掃描影像中，
發現她腦部出現鈣化，視網膜發育亦異常，估計是寨卡病毒
破壞腦部組織的後遺症，需接受物理治療，未來 5 至 6 年仍
要接受醫生觀察。瑪麗亞獲悉後頓感晴天霹靂，「這太糟糕
了，我哭了很多次」，但稱愛女視力暫時正常，會以正面態
度面對將來。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寨卡女嬰
寨卡女嬰」
」米凱
拉外表正常，
拉外表正常
，但腦部
有鈣化現象。
有鈣化現象
。 美聯社

■瑪麗亞
瑪麗亞((左一
左一))與女兒接
受傳媒訪問。
受傳媒訪問
。
美聯社

美首現案例 全國驗血庫

無寨卡病徵 性接觸播毒
寨卡病毒在全球多地肆虐，美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前日發表最新研究，發現
只要人類感染病毒，即使沒出現發燒、皮疹等病徵，
依然能透過性接觸傳播寨卡，使病毒更加防不勝防。美國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前日亦發出新指引，要求全美血庫向
公眾捐出的血液進行寨卡病毒測試，確保血液安全。

最新的寨卡性接觸個案發生在美國馬里蘭州，一
名男子遊覽多米尼加共和國時感染寨卡，但沒

有出現徵狀，與性伴侶性交後感染女方。今次是美
國至今 22 宗性接觸傳染寨卡的個案中，唯一一宗由
無病徵人士傳播病毒，染病女子現已痊癒。

疫區回美2月內要用安全套
美國政府目前建議外遊人士從寨卡疫區返國後兩
個月內，性交時應使用安全套，假如男方出現臨床
病徵，更應使用安全套半年。現時約8成寨卡患者沒
有臨床病徵，CDC 傳染病學家布魯克斯指出，新個

案顯示沒有病徵並不代表毫無風險，但
認為案例可能純屬個別事件，暫時無需
要調整對安全性行為的建議。

得州紐約州4周內推行
捐血措施方面，美國此前要求國內曾出現
寨卡個案的地區暫停捐血站運作，或對血液進
行化驗。FDA 前日表示由於未能確定寨卡傳播
的性質，要求全國血庫化驗血液中是否含有寨卡
病毒，確保接受輸血人士安全。當局要求紐約
州、得州及南卡羅來納州等 11 個高危州份於 4 周
內推行新措施，其餘州份則有 12 周時間行動，
估計每包血的成本將因此增加 8 美元(約 62 港
元)。
貝勒醫學院國家熱帶醫學院院長霍特茨估
計，美國本土寨卡個案會繼續增加，亦可能擴
散至佛羅里達州南部以外的地區，讚揚當局
有先見之明，但擔憂部分地方政府資金不
足，難以在欠缺資助的情況下完成化驗。
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的疫情亦持
續，當地今年首 7 個月最少有 10 名寨
卡患者出現吉巴氏綜合症，導致神經
失調及麻痺，全數需接受深切治
療，部分人更要利用儀器協助
呼吸。■《紐約時報》/
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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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潮重創邁阿密旅業
美國佛羅里達州出現多宗本地感染寨卡個
案，不少旅客對邁阿密等地避之則吉，當地
旅遊業大受打擊。路透社翻查數據後，發現
邁阿密一帶酒店訂房量下滑，機票更要割價
求售。
美國酒店評級及研究公司 STR 數字顯示，
今年 8 月首 3 周邁阿密市中心一帶酒店的預訂
數量，較去年同期下跌 2.9%，過去一周按年
跌幅更達 4.2%，與首 7 個月的上升趨勢完全
相反，或與該區上月起出現寨卡個案有關。
上月底來往邁阿密的機票價格較去年同期低
9%，而新寨卡個案出現後，機票價格按年跌
幅更進一步增至16%。

年已造成 244 億美元(約 1,839 億港元)經濟損
失，近期的新個案恐進一步打擊當地經濟。
不過有分析指，邁阿密旅客主要來自巴西和
歐洲，部分人或受「奧運效應」影響，選擇
前往里約熱內盧欣賞賽事，故寨卡對邁阿密
旅遊業造成的實際影響仍有待觀察。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路透社

或被奧運搶客
大邁阿密會議與旅遊局(CVB)推算，寨卡去

美四星上將涉性侵 歷來最高階
美國空軍一名退役四星上將被指在服役期間，涉嫌 3 次性侵
犯女下屬，當局表示將全面調查。一旦提出起訴，將是現代美
軍史上牽涉最高軍階將領的性侵案。
一直關注美國空軍消息的獨立網誌 John Q. Public，周四表
示取得一份空軍內部文件，列出今年較早前一宗投訴個案，一
名女上校指控她的上司在 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4 月間，3 次利
用權力強迫進行「性接觸」。報告指該名上司曾統領空軍機動
司令部(Air Mobility Command)，矛頭隨即指向在 2009 年卸任
該部門主管的四星上將利希特。空軍發言人稱絕不容忍任何形
式的性侵或性騷擾，當局將全面調查利希特。
美國國防部在5月發表報告，指截至去年10月的財年，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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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083 宗性侵投訴，當中 5,240 宗涉及軍方人員，804 宗的受
害者是平民或非軍方人員。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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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嘩然。英
國《衛報》前日取得案件過千頁的法庭記
錄抄本，揭露被告當場被揭發性侵時還滿
面笑容，而且供詞前言不對後語，更把性

侵不省人事的受害人，辯稱為雙方同意的
性交。
2015 年 1 月，20 歲的史丹福大學學生
兼泳隊選手特納，在校園內強姦一名酒醉
女子，受害人事後在醫院才驚覺自己慘遭
侵犯。法庭文件顯示，特納當場被同學揭
發性侵時毫無悔意，還露出笑容。
此外，特納被捕時曾向警員表示不清楚
為何會在現場，然而1年後在庭上卻說出
一個完整故事，聲稱與受害人在派對上認
識，曾一起跳舞及親吻。他邀請受害人回
宿舍，但兩人在途中不慎跌倒，「我當時

用手指挑逗她，她看似相當受落，我問她
『你喜歡嗎？』她回答『唔』。」被質問
到為何當時不告訴警員，特納答道當時太
驚慌，腦海一片空白。
特納的代表律師稱，受害人常參加大學
派對，經常醉酒不省人事。她當時雖然沒
有知覺，但她在醉酒前，應清楚跟特納一
起會發生什麼事。受害人得悉特納律師團
隊的辯詞後，表示感到很痛苦，「特納在
編寫故事，說我們拖手親吻，簡直是寫得
極差的愛情小說」。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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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迷染麻疹 Justin Bieber日巡唱恐爆疫症
日本一名 19 歲青年本月初由印尼返國後發燒，體溫
超過攝氏 39 度，身上更出現紅疹，但他仍前往千葉市
觀看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的演唱會，事後確診患
上麻疹。由於麻疹傳染性極強，當時有多達2.5萬人觀
看演唱會，當局警告可能爆發疫症，已向全國醫院發
出警示，但暫未接報有出席演唱會人士感染麻疹。
日本國際傳染病中心前日表示，該青年本月 14 日前
往千葉市幕張展覽館觀看演唱會，其後在東京及神奈
川縣逗留，到 19 日返回兵庫縣西宮市的家中，確診染
病。厚生勞動省官員表示，麻疹傳染性極強，病情嚴
重可致命。演唱會主辦單位呼籲，當日到場人士若出
■Justin Bieber 本月中在日本千葉舉
現相關症狀，應盡快求診。
■Japan Today網站 行的演唱會，有可能爆發疫症。

英揆可繞過國會啟動脫歐
英國 6 月公投脫歐後，至今
仍未啟動脫歐程序。《每日電
訊報》引述消息指，英國政府
律師向首相文翠珊表示，她可
利用其行政權力直接通知歐
盟，英國引用《里斯本條約》
第 50 條啟動脫歐程序，事前
毋須徵得國會同意。首相府未
有對報道作出回應。
屬脫歐陣營的保守黨國會
議員卡什，對消息表示歡

迎，「這聽起來很有說服
力，正是我們希望聽到的。
不斷有人威脅試圖阻止英國
脫歐，但前提是沒有事情能
容許這情況出現。歐洲
人都知道，英國人已做
出決定，因此我們必須
繼續。」亦有律師及政客聲
稱，在引用《里斯本條約》
第 50 條前，國會需要先廢除
1972 年的歐洲共同體議案，

但基於下議院 650 名議員中，
約 480 人支持留歐，而上議院
大部分議員亦撐留歐，令英
國脫歐遇到阻力。
在公投結果出爐後，支持留歐
的文翠珊曾表明，公投結果反映
英國人意願，不能推翻，脫歐只
是時間問題。但她早前稱，因英
國需要時間準備與歐盟成員國的
談判，故不會在本年內啟動脫歐
程序。
■英國《太陽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