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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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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機場建羈留閘 查入境旅客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為加強機
場保安，正斥資更換全國主要機場客運
大樓的出口閘。旅客日後領取行李後，
必須經過獨立閘門，等候電腦發出指示
開閘，才可離開，有人諷刺這是「羈留
閘」。

澳洲被指竊聽印尼總統蘇西洛夫婦及官員的風波鬧
大，蘇西洛昨日宣布，暫停與澳洲進行軍事合作和情報
交流，有關處理印尼船民偷渡問題的合作也會叫停。印
尼外長馬提稱，印尼已正式調降與澳洲的關係。分析
指，這是兩國14年來關係最差的時候。

取代警員站崗 大省開支
錫拉丘茲國際機場已率先安裝新閘
門，旅客出閘時間雖會較長，但出口處
毋須再由 TSA 職員或警員看守，大大節
省開支。大西洋城國際機場今年 5 月亦
已安裝，國土安全部稱，安裝閘門每年
可 節 省 8,800 萬 美 元 ( 約 6.8 億 港 元) 支
出。TSA計劃在全國機場安裝。
旅客以往出閘時，要經過 X 光掃瞄器
或其他安檢儀器，保安人員要時刻保持
警覺，確保安全。
■《每日郵報》/Opposingviews網站 ■閘的外形猶如透明升降機。

外形如透明升降機 全程數秒
新出口閘儼如一部透明升降機，旅客
踏入閘門後，後閘會自動關閉，將人
「困起」。旅客需聽從電腦指示，等閘
口亮綠燈及打開前閘才可離開，不能折
返，全程要數秒時間。

蘇西洛批毫無悔意

印尼軍方發言人表示，有關措施將於明年初實施。蘇西
洛前日在微博twitter公開抨擊澳洲總理阿博特在監聽風波
上毫無悔意。阿博特昨日在國會上未就事件道歉，只表示
會盡力修補與印尼的關係，認為這對兩國都很重要。
印尼情報局長馬西亞諾表示，已跟澳洲情報部門溝通，
對方保證已停止竊聽，且不會恢復有關行為。
澳洲一名學者昨指出，印尼宗教事務部長阿里原定下
周末到墨爾本出席研討會，但前日宣布取消行程，是首
名因竊聽風波而取消訪澳的政府部長。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網上圖片

業主擬改建謀利 漏夜派人油白漆

屠
紐約豪宅 殺塗鴉牆地標

油 漆 後

美國紐約著名「塗鴉聖地」5 Pointz 即將改建成豪華住宅，預定
明年初開始拆卸，油漆工人前日凌晨用白漆刷走外牆上的塗鴉，所
有作品無一倖免。大批塗鴉畫家得知後趕到現場，目睹 10 多年心血
一夜間化為烏有，均感到震驚和悲傷，部分人更不禁落淚，狠批業
主唯利是圖。
Pointz是座落紐約市皇后區一棟5層
5高倉庫，業主沃爾科夫多年來允許畫
家在外牆合法塗鴉，吸引世界各地塗鴉
畫家到來作畫，成為市內著名景點，因
此有「塗鴉聯合國」之稱。

藝術家入稟阻止失敗
沃爾科夫近年計劃收回建築改建豪
宅，引起塗鴉畫家、藝術工作者強烈反
對。美國藝術工作者今年曾聯署入稟法
院，要求阻止改建工程，但無功而還。
市議會上月批准沃爾科夫改建豪宅，為
「塗鴉聖地」命運一鎚定音。

油 漆 前

Pointz 支持者前晚到倉庫外舉行燭光悼
念會，有畫家用光線將「貪婪」和「藝
術大屠殺」等字投射到倉庫外牆以示抗
議。
沃爾科夫辯稱，漏夜行動是希望避免
畫家見到畫作被破壞而「受到折磨」，
並防止衝突或意外，強調自己對塗鴉作
品亦有深厚感情，但改建豪宅是他的權
利，聲言會在豪宅附近建設一面60呎長
的圍牆，供塗鴉畫家繼續創作。
■《紐約每日新聞》/《華爾街日報》
/《每日郵報》

最少1500名畫家心血盡毁
藝術工作者一致批評沃爾科夫漏夜用
白漆刷走塗鴉的行為，管理 5 Pointz 的
組織發言人弗拉熱爾說：「這是塗鴉史
上最大的戲弄和侮辱，它摧毀了最少
1,500 名 畫 家 的 心 血 。 」 大 批 5

■藝術家激動得相擁而哭
藝術家激動得相擁而哭。
。 網上圖片

美推哈利波特郵票捱轟 集郵家：「不是美國人」
虧損連連的美國郵政管理局(USPS)，
前日推出《哈利波特》郵票，讓影迷書
迷為之欣喜，不過也引發集郵家不滿，
他們抱怨哈利波特不是美國人，且郵票
不應淪為追趕潮流的商品。
限量版一套 20 枚的《哈利波特》人
物郵票，包括哈利波特的朋友，故事
內的英雄、惡棍與其他生物。郵票在
佛羅里達州環球影城的主題樂園「哈
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亮相，將在網上
及特定郵局銷售。
有粉絲在哈利波特官方facebook網頁

上說：「我知道今年聖誕卡上要貼什麼
了。」不過也有集郵家不喜歡這套新產
品。美國集郵協會前會長霍奇納說：「哈
利波特不是美國人，而是來自外國，商
業化過頭了。」
■Newsfeed網站

■哈利波特的郵票
哈利波特的郵票。
。

救災揭菲軍備落後
官方罹難人數破 4000
菲律賓政府昨日公布，在颱風「海燕」中罹難的人數突
破4,000大關，增至4,011人。《紐約時報》報道，風災揭
露菲國軍隊裝備落後的重大弱點。由於災區手機通訊中
斷，菲軍又缺乏先進通訊設備，故只能靠電單車或小艇與
百哩外的地方聯繫，更遑論協調救災或調動人手。

可危。
聯合國糧農組織昨表示，「海燕」摧毀菲國 1/3 稻米農
地，令稻米供應大減，農民亦急需政府供應種子以趕及下
月底前播種，否則受影響地區將要完全依賴糧食援助。
■《紐約時報》/路透社/法新社

依賴美國 貪污累事
菲國一向依賴盟友美國庇護，軍事投資不足，
加上多屆政府貪污公款，令軍備落後。雖然總統
阿基諾三世承諾軍備現代化，並倍增軍購預算，
但新設備最快明年才運抵。結果菲國只有2至3架
C-130 運輸機可投入救災，44 架「休伊」型直升
機中亦只有16架可用。

重建倘失敗 阿基諾政途恐完蛋
今次風災可能令菲國面臨 2004 年南亞海嘯以來
最嚴峻重建工作，耗資動輒多達 58 億美元(約 450
億港元)。菲政客勾結商人侵吞「優先發展援助經
費」(PDAF)，令政府陷入貪污醜聞，而最高法院
前日將 PDAF 裁定違憲，變相令阿基諾三世無法
將資金投入重建。分析指，若阿基諾三世無法有
效領導重建並迅速取得成果，其政治生涯將岌岌

■菲國的救援人員抬走一具小童屍體
菲國的救援人員抬走一具小童屍體。
。 路透社

外交部：中方醫院船將赴菲助救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關注菲律賓的
風災災情，願本救死扶傷的精神，派員赴災區開展人道主
義醫療救助。他表示，中方將派遣海軍「和平方舟」號醫院
船到菲國參與救援。該船具備較好災區醫療救援能力和機動

性，將盡快啟航。
洪磊又稱，中國政府派遣的應急醫療隊和中國紅十字會
國際救援隊，亦將於近日赴菲，紅會下屬首批救援人員則
已於昨日啟程。
■新華社

網上圖片

英文化協會選十大語言 普通話排第4

英國文化協會昨日公布報告，指英國人熟諳 10
大重要語言的比率正愈來愈低。在該協會的 10 大
重要語言名單中，西班牙語排榜首，普通話排第
4，排第 2 的阿拉伯語比英國廣泛教授的法語(排第
3)高，日文排第10。
協會指出，英國有15%人熟諳法語，是10種語言
中唯一有雙位數比率，6%懂德語，4%懂西班牙語，

但懂得阿拉伯語、普通話、俄語及日語的人只有1%，
警告政府須推出政策鼓勵學習，否則英國在經濟及
文化層面上，均難以追上全球發展趨勢。
英國文化協會遴選 10 大語言的準則，包括該國
與英國的出口聯繫、英政府的貿易優先次序、外
交與國防優先次序及旅遊人數多寡。
■《獨立報》

「河流清道夫
河流清道夫」
」膺 CNN
CNN年度英雄
年度英雄
美國有
線新聞網
絡 (CNN)
前 日 公
布 ， 有
「河流清
道夫」之
■普雷格拉克 稱的 38 歲
伊利諾伊州男子普雷格拉
克，致力招募義工清理密
西西比河等全美各地河流
的垃圾，近 7 萬名義工過
去 15 年共清理逾 700 萬磅
垃圾，獲選為本年的年度
英雄。
CNN 早前選出 10 位年
度英雄，再由公眾投票，
結果普雷格拉克脫穎而
出。除了入圍十大年度英
雄可獲的 5 萬美元(約 38.8
萬港元)獎金外，普雷格拉
克更額外獲發 25 萬美元
(約 194 萬港元)獎金，他決
定將這筆獎金分給其他上
榜英雄。

■正在清理垃圾的普雷格拉克
正在清理垃圾的普雷格拉克。
。 網上圖片

十大年度英雄其餘入圍者
貝蒂

在伊拉克戰爭中失去雙腿，返國後致力為殘障美兵建築或改造居
所。
布韋萊
每周回家鄉喀麥隆的森林，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埃蒙斯
將自家後園打造成農圃，為所居社區提供新鮮蔬果。
格萊陶
把寄養家庭兒童的願望貼上網，讓公眾協助實現，迄今已實現6,500
個願望。
瓊斯
利用舞蹈，將最少4,000名流連街頭的不良少年拉回正途。
內爾斯
致力為癌童提供交通服務，接送他們往化療中心治療。
恩泰婭
肯尼亞某村落首位赴美唸大學的女孩子，畢業後回鄉開設第一間
女子小學。
派弗羅姆 用畢生積蓄設立巴士流動電腦中心，讓低收入兒童學習電腦知識。
施赫塔爾 發明「太陽能手提箱」，助逾20個發展中國家的醫護獲得電力。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