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2個月內發生第2宗賭場劫
案，警方正緝捕45歲洋名Steven的姓高男子，指他
上周四劫走一間賭場總值3.3萬美元(約26萬港元)籌
碼，之後乘坐接應的士逃離現場。警方事後拘捕3
人，包括在賭城華人社區有「黃金王老五」之稱
的41歲華裔保險經紀陸華(Edward Land)，後者稱高
氏行劫是為了向他還債，消息震驚華人社區。

戴假髮入場 拔槍指荷官
案發於周四清晨約4時，高氏戴紳士帽、假髮、

太陽眼鏡並貼上假鬚，
拿 一個黑色袋，走進
麗豪賭場，伸手從一張
賭桌上搶籌碼，荷官曾
出手阻止，但高氏拔槍
阻嚇，得手後走出賭
場。4時30分，高某乘
坐由61歲日裔司機山口
駕駛的的士離去，事件
中沒人受傷。

警方從賭場閉路電視
片段尋找線索，案發後
數小時拘捕山口，獲悉
高某行劫後前往另一賭

場與陸華會面，把1.7萬美元(約13.2萬港元)籌碼交
給對方。警方其後拘捕陸華，他供稱當天早上駕
車載高氏到麗豪賭場，直至他戴上假髮時方知他
去打劫，事後高氏以籌碼抵債，之後陸華送他搭
巴士前往加州。警方稱，在陸華的住所和山口的
的士，尋回部分失竊籌碼及一枝手槍，兩人被控
行劫等罪名。據悉，高氏來自中國，在拉斯維加
斯任職的士司機，與山口是同事。陸華在賭城開
保險公司12年，前年回在中國度假時還客串拍電
視劇。 ■美聯社/世界新聞網

早前宣布與多倫多交易所營運商加
拿大TMX集團合併的倫敦交易所(LSE)

（見圖），前天開市時新交易系統突然
發生技術故障，被迫暫停交易，逾4小
時後才恢復運作，市場交易損失30億
英鎊(約377億港元)。本周初，倫交所旗
下的意大利證交所(Borsa Italiana)亦發生
類似故障，一周內2宗系統事故嚴重打
擊交易所聲譽。

事發在當地時間前天早上8時，倫交
所開市時交易系統出現問題，至中午
12時15分恢復正常，其間電子交易系
統服務(SETS )和報價及對盤服務
(SETSQX)需暫停服務。

成交額瀉37% 或棄未成盤交易
當天倫交所總成交額大跌37%，減至

33億歐元(約354億港元)。英國所有交易
平台全日交投則減少1/3至60億歐元(約
643億港元)。倫交所在調查競價時段的
未成盤交易，或會取消有關落盤。有
市場人士形容事件令倫交所「丟臉」，
亦有人稱這將促使企業考慮在其他平
台交易。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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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地震1港女留學生失蹤

美2華人涉劫賭城
掠26萬籌碼

新西蘭基督城6.3級地震死亡人數增至145

人，超過200人仍然失蹤，中國10人搜救隊

昨日則找到3名遇難者遺體。中國駐新西蘭

大使館昨日證實，23名失蹤中國公民中，包

括最少1名來自香港的留學生，目前特區政

府相關部門尚未與該名港人的家人取得聯

繫。

失蹤中國公民名單
吳麗雯（香港，女，31歲）

霍思文（女，29歲，CTV員工）

忻思斯（上海，女，29歲，奧太崗大學學生）

熊錦文（武漢，女，25歲）

國王教育學院學生：

賴嫦（廣州，女，28歲）、鍾艷桃（廣州，女，31歲）、葉
彩英（廣州，女，28歲）、蔡昱（上海，女，31歲）、涂匯
澐（湖北，女，23歲）、王濤（女，30歲）、張輝（女，35
歲）、陳楊（女，29歲）、靳曼（河北，女，26歲）、韓西
冷（江蘇，女，25歲）、張迪迪（河南，女，24歲）、徐琳
琳（遼寧，女，27歲）、王麗敏（遼寧，女，32歲）、徐秀
娟（哈爾濱，女，46歲）、李婉菊（女，45歲）、Dai Jing

（資料未詳）、張偉宇（女，30歲）、冷金燕（女，31歲）、
何雯（女，26歲）

其他：

李得（杭州，男，19歲）（證實遇難）

李彥暉（雲南）（證實平安）

任天堂3DS開售 水貨抵港炒價逾3千
以裸眼3D效果為主打的任天堂新一代手

提遊戲機3DS，昨日正式在日本發售。雖然
很多機迷可能已提早預訂，但昨日在東京、
大阪等地，仍然有大批機迷大清早便在電器
舖外排起長龍。任天堂預期，3DS能於3月
底前在全球賣出400萬部。

3DS是任天堂大熱手提遊戲機NDS的後繼
機，在日本建議售價為2.5萬日圓(約2,386港
元)，下月起在歐美地區發售。在香港，上
周四起已陸續有3DS水貨偷步到港，現時炒
價大約介乎3,000至3,500港元。

在日本東京秋葉原的連鎖電器舖友都百喜
(Yodobashi Camera)，昨晨估計有逾1,500名
機迷排隊輪候，當中不少人等了一整晚，以
期「先玩為快」。在大阪日本橋電電街的山
田電機前，亦約有400人等候，排頭位者更
是前晚9時便開始排隊。

玩家讚屏幕清晰 遠超NDS
不少玩家都對3DS讚不絕口，稱其屏幕清

晰，非舊型號NDS所能媲美。近年智能手機
遊戲市場急速擴展，日本傳統手提遊戲市場
受挑戰，但有玩家認為，3DS和智能手機的
遊戲體驗完全不同，並非誰勝過誰的問題。

任天堂希望在遊戲市場不斷縮窄的形勢
下，藉新產品擴大銷售。上一代NDS至今在
全球售出1.45億部，大幅拋離主要對手索尼
的PSP，但分析指，現時市場競爭激烈，
3DS銷量雖仍有一定保證，但難望再創高
峰。

考慮到對7歲以下兒童視力的影響，3DS
還搭載了家長可限制3D顯像的功能。任天
堂計劃在5月底推出3D視頻和軟件下載服
務。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共同社■一名9歲機迷在東京購得心頭好。 美聯社

俄擬駐軍爭議島新武器增戰力

英「娃娃派對」女童濃妝扮口靚模

Wii脫衣做愛遊戲
英12歲准玩捱轟

■救援人員繼續從大樓廢墟中抬出遇難者遺體。 美聯社

美國俄勒岡州公布
癮君子被捕時與數月
後的照片作比較。有
年輕貌美的吸冰毒女
子在3個月後，面容
極憔悴、雙目無神、

牙齒剝落，因毒癮發作
而抓傷自己，面上傷痕
纍纍。當局希望照片可
讓青少年吸毒前三思。

■《每日郵報》

毒
害
無
窮

任天堂Wii家庭遊戲機最近推出一
款主打「性感派對」的遊戲《We
Dare》（見圖），當中包含女同性戀
者接吻、兩對情侶脫剩內衣褲和做
愛、互打屁股、換伴等內容，開發
商表明「為成人而設」，卻在英國獲

發「12+」評級(12歲或
以上可玩)。憤怒的家
長指遊戲鼓吹性派對和
未成年性愛，政客要求
遊戲受查後才可上架。

《We Dare》中有多
個挑戰和迷你遊戲，其
中玩家要以額頭對額
頭，使手掣平衡，意味
兩人的嘴唇僅數吋之
隔。遊戲有Wii和PS3

版，下月推出，宣傳口號為「派對
邀得愈多朋友，玩得愈火辣！」，並
被形容為「一個性感、古怪的派對
遊戲，提供大量不同的好笑、新
奇、有時體感、有時奇怪的挑戰」。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入境處：2港人失聯

香港入境處共接獲63宗查詢及9宗求
助個案。求助個案中，3宗是遺失

證件，其餘6宗是與家人失去聯絡。與家
人失去聯絡的6名港人之中，有4人昨日
已與家人聯絡，其餘2人則仍未與家人聯
絡。入境處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一直
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新
西蘭大使館了解最新情況，為有需要港
人提供協助。

根據中國大使館網站昨日公布的「在
新西蘭地震中失蹤的中國公民初步名
單」，失蹤的香港人為吳麗雯（NG LAI
MAN），1979年生，持香港身份證，在當
地留學。據名單顯示，相信她並非為20
名中國學生失蹤的國王教育學院學生。

中國駐紐大使徐建國表示，名單是大
使館通過向新西蘭各部門、當地華僑華
人和國內部門等多方搜尋訊息而確定。
他表示，名單只屬初步資料，可能會修
訂，現階段未能掌握更多失蹤者資料，
以及失蹤者地震前身處的具體地點。

23中國公民失蹤 救援隊搜電視樓
較早前，大使館曾將失蹤中國公民人

數定為26人，其後修正為25人。之後名
單中的李彥暉主動聯絡使館報平安，另

一失蹤杭州男子李得昨日下午證實不幸
遇難，連同失蹤港女在內，目前失蹤中
國公民人數應為23人。

由中國派出的10人救援小組，昨日在
重災區、國王教育學院所在的坎特伯雷
電視（CTV）大樓廢墟展開清理工作。
徐建國強調雖然救援「黃金72小時」已
過去，還是希望奇跡發生。目前多名失
蹤者家屬已從中國趕赴新西蘭。

污水管斷裂 膠桶作「流動廁所」
基督城災區基建設施損毀嚴重，維修

進展緩慢，衛生問題陸續浮現，當局擔
心爆發腸胃疾病。部分災區沒水沒電，
地下污水管斷裂，災民無洗手間可用，
有人用膠桶當「流動廁所」，再到花園挖
坑埋掉排泄物。若無處挖坑則以大膠袋
裝滿「黃金」，扔到垃圾桶，傳出陣陣臭
味。

當局表示，密切留意災區衛生情況，
加緊運送流動廁所、食物、汽油等物資
到災區，目前約有6.2萬戶沒食水供應，
10萬間房屋污水管斷裂。當地一間收容
難民的社區中心出現衛生問題，恐怕會
爆發麻疹或腹瀉等疫情，逾350名災民被
迫遷往他處。

■新華社/中新社/共同社/法新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屹峰 杭州報道）失聯杭
州男孩李得（見圖）的父親李新安昨日證實，其妻
已通過新西蘭當地證實了李得遇難的消息，但尚未
見到遺體，遺體暫安放在當地一家醫院。李新安今
晚將動身前往新西蘭基督城，見李得最後一面。

李新安對傳媒表示，妻子廖璐霞昨晨已抵達基督
城，但到目前為止還未見到李得的遺體。此前他們
得到消息稱，有一名為「LIDE」的男生正在新西蘭
一家醫院救治，但經李得的房東確認，這名男生並
不是李得。

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昨日公布25名失蹤中國公民
名單。記者發現，李得的名字仍在名單中。使館人
員表示，因遇難者身份確認還需要新西蘭警方出具
證明，大使館尚未接到通知，所以仍將李得列為失
蹤人員。

杭州男孩李得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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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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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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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昨日表
示，俄軍第18機槍炮兵師將駐紮南千
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的國後島和
擇捉島，同時將減少兵員數量，提高
實戰能力。此舉勢必引起與俄國有領
土爭議的日本不滿。正在遠東地區視
察的謝爾久科夫表示，目前最有可能

是在國後、擇捉兩島部署兩個軍營，
以保障駐紮足夠的兵力。他強調，駐
島俄軍第18機槍炮兵師結構將發生變
化，兵員數量可能減少，但通過配備
最新式武器和通訊系統、電子戰設
備、雷達台站等現代化設施，提升戰
鬥能力。 ■中新社/彭博通訊社

「口靚模」風最近吹襲英
國，商家針對9歲至12歲的
小學女生推出「娃娃派
對」，為年紀最小僅3歲的
客人，提供化妝、美甲、
身上塗閃粉等服務，女童
又大扮「口靚模」擺出性感
甫士。家長批評這些商業
活動鼓吹兒童性化，灌輸
只重外表的不良意識。

公司網站刊登多張照
片，例如坐在特長豪華轎
車上，拿 無酒精雞尾酒
碰杯，亦有替女童化濃
妝、「set頭」、在牙齒鑲閃
石、手臂繪上中文字「美
麗」（見圖）等。其中一張
照片是多位女童變身「口靚
模」拍照，展露玲瓏浮凸
的身材。 ■《每日郵報》

■日裔的士司機山口 ■「黃金王老五」陸華 ■被通緝的姓高男子

■中國救援隊(紅衫)參與搜索CTV大樓。 美聯社

■失蹤的香港留學生吳麗
雯。 網上圖片

災民膠袋裝糞便 衛生差恐爆疫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