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載偷拍男性照
韓急捕女權網主

偷窺女性網站17年才封 韓警被轟雙重標準

韓國女性遭隱蔽鏡頭偷拍的問

題近年日趨嚴重，當地女權網站

Womad「以牙還牙」，上載男

性被偷拍的裸照。釜山警方周三

表示，以散播淫褻物品罪名起訴

匿藏海外的網站負責人，並發出

拘捕令和要求國際刑警協助。韓

國不少婦女批評警方今次高調打

擊Womad，多年來卻對女性受

害個案視而不見，炮轟警方雙重

標準，歧視女性。

■韓國女權人士每月舉行集會，有人
高舉「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影片」
標語。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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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衣履品牌Crocs於2002年推出著名
產品「鱷魚鞋」，深受消費者歡迎，高

峰期單是鱷魚鞋的每年銷售額已逾1億美
元(約7.84億港元)。然而鱷魚鞋熱潮近年
消退，Crocs營運狀況也大不如前，日前
更宣佈計劃關閉剩餘全部生產工廠、副
總裁兼財務總監特夫納亦會辭職，但不
會結束營運。
Crocs周二發表聲明，稱為配合簡化業
務及改善盈利，已於第二季關閉墨西哥
的工廠，亦正計劃關閉意大利的最後一
間廠房。
Crocs沒有解釋將來如何繼續生產鱷魚

鞋，惹來支持者在twitter查詢公司去向，
Crocs其後回應指不會結束營運。

■綜合報道

Crocs擬關全部廠房 強調非結束營運

新西蘭一名經營旅館的男子，涉嫌在浴
室及淋浴間的洗頭水樽內放置隱藏攝錄鏡
頭，偷拍女住客洗澡，並將片段上載色情
網站。他在黑斯廷斯地區法院提堂時承認
69項控罪，包括製作及發放色情片段，當
中最嚴重控罪可被判囚14年。
被告律師要求法院將其當事人身份保

密，以保護其妻子，獲法官接納。檢察官
指出，被告從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
偷拍34名女住客共219條片段，他預先在
浴室洗頭水樽內放置隱藏鏡頭，當女住客

脫衣洗澡，他便遙控開啟
鏡頭錄影，待受害人離開浴室
後，他到浴室取回鏡頭，將片
段下載至電腦硬碟，再上傳色
情網站，供網民瀏覽並要求給予正評。
新西蘭媒體報道，被告2月被捕時向警

方供稱，是為了刺激感而進行偷拍。警
方追查下確認部分受害人，她們得知被
偷拍後均大感震驚，紛紛斥責被告的行
徑。

■綜合報道

紐旅館東主偷拍住客洗澡紐旅館東主偷拍住客洗澡
洗頭水樽藏鏡頭洗頭水樽藏鏡頭

Womad一名女成員早前在弘益大學偷拍一名
男模特兒裸照，並上傳網站，警方檢視
她的電話和網上記錄，於10日內迅速
拘捕她，但被批評處理偷拍個案時寬待
男疑犯，對女疑犯則嚴苛對待。事件觸
發女權團體在首爾上街抗議，其後每月
均舉行示威，上周六的集會更有7萬人
出席，為韓國史上最大型女權集會，不
少在場人士高舉「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
情影片」標語。
警方日前公佈對Womad的調查進度

後，下令通緝網站負責人，再次激起網
民不滿，在青瓦台網站聯署請願，要求
政府加強打擊以隱藏鏡頭拍攝女性的男
疑犯，至今有6.8萬人簽署。網民指
出，上載女性被偷窺片段的網站
SoraNet早於1999年設立，警方前年才
關閉網站，而網上論壇Ilbe經常散播憎
恨女性的言論，警方仍未執法。警方回
應表示處事公允，會調查所有上載及散
播非法片段的人。 ■綜合報道

韓國三星電子前日發佈新一代旗艦智
能手機Galaxy Note 9，S-Pen觸控感應筆
將具備遙控自拍功能，屏幕大小則為
Note產品歷來最大的6.4吋。Note 9的
512GB版本在美國售價為1,250美元(約
9,812港元)，高於蘋果 iPhone X 256GB
版本的1,150美元(約9,027港元)，相信是
最昂貴的智能手機，加上新手機被指欠
缺創新功能，可能難以吸引消費者。

首智能手機容量突破1TB
三星標榜Note 9的電池續航力提升，

可於無需充電下全日使用，並搭載性能

優越的10納米處理器，支援每秒1.2GB
的最高下載速度。由於Note 9可配備
512GB 記憶卡，故最高容量能突破
1TB，令三星成為首間推出1TB智能手機
的主要手機生產商。
此外，三星同時發佈智能手錶Galaxy

Watch，是從「Gear」系列轉變為「Gal-
axy」系列的首款產品，三星表示，Gal-
axy已建立強大的品牌知名度，統一名稱
有助整合旗下產品和服務。用家可利用
Galaxy Watch將食物拍照存檔，追蹤卡
路里含量。

■綜合報道

三星Note 9增大屏幕電池
512GB版本叫價近萬

■三星推出智能手錶Galaxy Watch及智能手
機Galaxy Note 9。 路透社

■■鱷魚鞋曾在各地爆紅鱷魚鞋曾在各地爆紅。。 美聯社美聯社

■■針孔鏡頭令人防不勝防針孔鏡頭令人防不勝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六個孤兒昔日住的房子起風時透風，下雨時漏
雨。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 貴州省茅
台鎮一酒廠內
的蜥腳類恐龍
足跡群。

網上圖片

四年前，呂繼林因采風在大涼山
鹽源縣結識了一個破碎的三代

同堂之家——年近70的老太太膝下三
個兒子，為家裡添了七個孫輩，可原
本幸福的一家，卻遭遇接連變故，老
伴與大兒子、二兒子夫婦相繼過世，
只剩下小兒子夫妻擔起養家重擔；後
來，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小兒媳帶
着孫女離開了。就這樣，15口人的大
家庭，如今只剩老太太、小兒子楊醫
生和他兩個哥哥留下的六個孩子。

聯合同業者 為扶貧出力
「雖然家裡很貧窮，但他們都團結

而頑強地面對着生活扔來的『厄
運』」，呂繼林說，小兒子楊醫生在
附近小學打工，供養着全家八口人；
家裡的六個孩子，最大的只有14歲，
卻格外懂事，相互幫着照顧奶奶。
看着這樣的一家人，呂繼林萌生了

一個念頭——要給他們建造一個美麗
的新家。
今年，新房子終於修好了。四間臥

室，可以讓奶奶、楊醫生、孩子們分
室而居；比起舊宅，新房增加了洗澡
間和衛生間，還在門前小樹上建了圖
書室，陳列了3,000冊圖書供周邊孩
子閱讀。

四年來，呂繼林和他的攝影家朋友
們做的不僅僅是為孩子修新房子。在
他的帶領下，一大幫攝影人參與到扶
貧事業中來。截至目前，他們已向鹽
源縣當地兩所小學捐贈書包 1,800
個、校服1,800套、學校餐廳桌椅數
十套等，耗資上百萬元人民幣。此
外，他們還帶動行業愛心人士，資助
了十個貧困生上學。
呂繼林說，「國家正在精準扶貧，

我們攝影人也能出一分力，我個人的
力量雖然有限，但是我相信我們攝影
人聯合起來，這裡的明天一定會越來
越美好。」

■ 短視頻
與旅遊、消
費等深度融
合，帶火許
多「 新 玩
法」。圖為
用戶在拍攝
短視頻。
網上圖片

攝影師情繫大涼山
自資為孤兒築新家
八月雨季，重慶攝影師呂繼林再次來到位於青

藏高原東南緣、四川省大涼山區的鹽源縣棉椏

鄉，四年前的一次攝影采風讓他與這裡的孤兒們

結下了不解之緣。大涼山被稱為「中國最窮之

地」，呂繼林第一次到這時，這裡還沒有通水

電，照明只能用油燈，飲水漿洗全靠老天「賞

雨」。破舊的房子，透風漏雨。見此情景，呂繼

林自掏腰包為孤兒們建造新家，如今新家建造完

畢，他成了孩子們遷入新居的「搬運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由中、美、德三國專家組成的科研
團隊昨日對外宣佈，他們在貴州省發
現了迄今中國最大規模的侏羅紀早期
蜥腳類恐龍足跡群，該足跡群由蜥腳
類恐龍在不同時段留下，對研究中國
侏羅紀早期恐龍群的分佈與演化有重
要意義。
該項研究由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的邢立達副教授和湯冬傑副教授、美
國科羅拉多大學足跡博物館館長馬丁
．洛克利教授、德國古爬行及兩棲動
物博物館亨德里克．克萊因教授以及
國家古生物化石專家委員會委員、四
川自貢恐龍博物館前館長彭光照等學
者共同完成，論文已在國際知名地學
期刊《地學前緣》上發表。
據介紹，蜥腳類恐龍是著名的恐龍

分支，其遺蹟在世界各大洲都被發現
過。它們具有較小的頭部、較長的頸
部和尾巴以及粗壯的四肢，是目前陸
地上出現過的體型最大的動物，包括
雷龍、腕龍、梁龍等。

保存好數量多 科研價值高
據悉，該足跡群於2013年夏在貴州

省茅台鎮的一酒廠建築工地被發現，
而後於2017年夏被該酒業公司員工告
知邢立達副教授，並被證實確為侏羅
紀早期蜥腳類恐龍所留。其面積約為
350平方米，有至少250個恐龍足跡，
其所在地層距今1.8億年至1.9億年。
「侏羅紀早期的恐龍足跡非常難

得，此前中國的侏羅紀早期蜥腳類恐
龍足跡只有4處，分別位於四川的古
藺和自貢、重慶的大足、貴州的畢
節，但這些足跡點都不理想，存在交
通不便、風化嚴重、數量稀少等問
題，而此次新發現的足跡群保存好、
數量多，非常具有科研價值。」邢立
達副教授說。
目前，研究團隊專家正在與相關酒

業公司和當地
國土部門溝
通，盡快制定
對這片罕見足
跡群的保護方
略，以使其發
揮更大的科
研、科普價
值。■新華社

工信部信息中心日前發佈《2018
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發展報告》
顯示，在中國互聯網百強企業中，
遊戲娛樂和視頻直播類企業總量佔
比超四成，短視頻應用成為互聯網
新風口。短視頻與旅遊、消費等深
度融合，帶火「新玩法」，催生
「新經濟」。
近年來，短視頻應用層出不窮，

用戶數量不斷攀升，用戶流量與廣
告價值明顯提高。一方面，百度、
騰訊等互聯網領軍企業佈局於此，
另一方面，快手、抖音等社交類短
視頻App迅猛發展。
在娛樂功能之外，短視頻逐漸拓展

到旅遊、消費等諸多領域，利用數字
技術、流量功能等改變很多行業的
「玩法」，產生了較大的商業價值。
一部手機就可製作出精美視頻、

記錄旅行點滴，結合特定音樂、濾
鏡等呈現出超越文字和圖片的感染

力……一些景區和城市選擇與短視
頻App合作，用更加新穎便捷的形
式進行全民互動和推廣。短視頻與
電商的融合也引領了新的消費方
向。社交「種草」、小程序購物等
逐漸興起。
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德文認

為，短視頻在更廣泛場景的應用表
明互聯網從關注技術、運營流量到
關注人、運營內容的變革。短視頻
在各領域融合滲透，將推動互聯網
內容生態加速建立。 ■新華社

■ 呂繼林（帶墨鏡者）與這個三代同堂之家合
影。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貴
州
現
侏
羅
紀
早
期
蜥
腳
類
恐
龍
足
跡
群

短視頻成風口 催生旅遊「新經濟」

■ 攝影師呂繼林為6個
孤兒建造的新家。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