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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王室預算開支連年上升，大量公帑卻未用
得其所，白金漢宮和溫莎堡等四成王室物業因年
久失修，維修費保守估計要5,000萬英鎊(約6.43
億港元)。有議員批評王室入不敷支，提議出租
白金漢宮作商業用途，增加收入。
英國國會公共賬目委員會(PAC)昨發表報告，

敦促王室制訂明確財政預算。報告顯示，2007/08
財年以來，王室淨開支減少16%，但其中11%是由於收
入增加，僅5%是靠削支。PAC主席霍奇質疑，英女王
大部分時間都不住在白金漢宮，呼籲將王宮開放時間延
長，不再限於現時的每年夏季兩個月。

屋頂滲漏 安妮公主險中磚
維修工程一拖再拖，大量王室物業狀況已屬於「不可

接受」程度，一些更被列為「危險」。以白金漢宮為
例，畫廊屋頂滲漏，雨天要用木桶接雨水，寢宮自1952
年以來從未翻新，安妮公主甚至險被磚石擊中。
報告警告，一些重要王室遺跡需巨資修復，例如倫敦
維多利亞和艾爾伯特陵墓維修已拖延18年，「王室需明
確說明何時完成積壓工作」。霍奇並批評財政部未能正
確審核王室開支方案。 ■法新社/《每日郵報》

歐亞大陸在公元6世紀爆發查士丁尼大瘟疫，是全球
首次有紀錄的大規模鼠疫，造成2,500萬至1億人死亡。
科學家近日完成重組瘟疫死者牙齒中殘留細菌的基因圖
譜，證實該次瘟疫與14世紀「黑死病」、19世紀亞洲鼠
疫都由鼠疫桿菌造成，警告這種惡菌仍然潛伏在部分地
區的老鼠身上，經變種後可能再度肆虐。
科學家發現，鼠疫桿菌在6世紀已具有「高傳染特

性」，加上當時衛生欠佳，人們缺乏免疫力，導致疫情
一發不可收拾。研究又發現，人類史上3次大鼠疫的菌
株稍有不同，意味途中可能變種，或解釋了為何鼠疫桿
菌潛伏逾700年才引發黑死病。但科學家亦指出，現今
醫學發達，抗生素亦能有效對抗鼠疫，相信能有效控制
疫情。 ■美聯社/法新社

黑死病或變種再肆虐

英國會促王室削支英國會促王室削支
出租王宮開源出租王宮開源

■■白金漢宮畫廊屋白金漢宮畫廊屋
頂滲漏頂滲漏，，雨天要用雨天要用
木桶接雨水木桶接雨水。。

美國 25 歲女子
詹森喪夫僅兩個月
後便另結新歡，更
為了與男友「車
震」，把兩名僅2
歲及4歲的兒子反
鎖在開了暖氣的汽
車內，結果令兩兒
焗死。她上周三受
審時被檢控官斥責
是「自私及說謊的
母親」，親手為兒子執行死刑。
案發於前年11月，詹森與男友在格
蘭德梅薩的冰雪樂園會面，她把座駕
泊在停車場，並把兒子留在車內，自
己到男友的卡車內做愛。
最初車門並無鎖上，但約半小時
後，詹森的大兒子徑自下車，她便把
他送回車內，並把手機留給他玩，然
後鎖上車門離開，再與男友幽會逾半

小時。一對小孩被困90分鐘，體溫過
高致死。
男友指詹森當日曾吸食大麻，但辯

護律師指，她智商不高，加上喪夫寂
寞，才急於找男人安撫心靈，又指她
讓兒子留在暖氣車廂內只為令他們舒
適。她被控過失殺人、虐兒致死及作
假口供，審訊將持續9日。

■《每日郵報》

美國著名學府紐
約大學19歲華裔新
生 張 里 海 (Titan
Lee-Hai， 譯音) 前
日凌晨突然從宿舍
15 樓全裸墮樓身
亡。事前見過死者
的學生稱，張死前
曾在電梯大堂撒
尿，又走進電梯打
人，行為怪異。警
方懷疑他因濫藥而
神志不清。

張里海來自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當日凌晨約3
時15分走上宿舍天台，開門時觸動火警鐘，其餘
宿生疏散時，發現他倒斃於中庭。友人形容他並
非問題青年，擅長作曲和跳舞，沒甚麼煩惱，也
沒濫藥習慣。警方指出，事發前張和一名非本校
生的朋友開派對，警方正嘗試聯絡此人。

■《每日郵報》/《紐約郵報》

全
裸
跳
樓
亡

紐
約
大
學
華
裔
生
疑
濫
藥

遺
兩
兒
車
內
焗
死

寡
婦
掛
住﹁車
震﹂

■詹森

■張里海

■2歲兒子威廉(左)事發當日死亡，4
歲兒子泰勒一周後不治。 網上圖片

哈薩比斯與另外兩名DeepMind創
辦人一夜致富，他稱對能夠加入
Google感到興奮，並希望透過專長為
人類解決難題。有朋友則形容他擁有
很多前瞻性的構思，能夠準確預視業
界未來發展方向。

4歲下棋贏父 17歲開發遊戲

哈薩比斯天賦異
稟，4歲已在棋盤上擊敗父親，在1998
年至2003年的6年間5度稱霸「智力奧
運會」(MSO)。17歲時，他便和英國知
名遊戲製作人莫利納共同開發膾灸人口
的模擬遊戲《主題公園》(Theme
Park)，令他聲名大噪。他之後到劍橋
攻讀電腦科學，同時鑽研神經科學，曾
就失憶症等主題發表多篇論文。
Google近期接連收購7家機械人工程

相關企業，大規模招攬人工智能人才，

相信今次收購是為了加快整合步伐。
DeepMind至今未推出過任何商品，
公司網頁則稱其專長是「透過融合機
械學習及系統性神經科學，建立泛用
性學習算式」。分析認為，Google
希望透過DeepMind進一步令搜尋
引擎「人性化」，以及加強聲控
和文字搜尋功能。

■彭博通訊社/《每日郵報》/
《衛報》

收購人腦式電腦新晉公司

互聯網巨擘Google 前
日宣布收購英國人工智能
科技公司DeepMind，有
傳作價達5億美元(約39
億港元)。Google 不惜
一擲千金買下這家創業
只有兩年的新晉企業，
除了看中公司開發「人腦
式電腦」的科研潛力，亦是為
了把創辦人之一、37歲的英國
電腦天才哈薩比斯收歸旗下。

Google 39億招攬英天才

■■哈薩比斯哈薩比斯44歲歲
下棋贏父下棋贏父，，55度度
稱霸稱霸「「智力奧智力奧
運會運會」，」，1717歲歲
開發遊戲開發遊戲《《主主
題公園題公園》。》。

■DeepMind設計機器，學
習人類演算。 網上圖片

硬漢衝火堆
英國中部伯

頓周日舉行了
一年一度的
「硬漢」大
賽，各路參賽
者為慈善不遺
餘力，拚盡力
氣衝過火堆等
重重障礙，名
副其實「上刀
山落油鑊」。
一名穿上全副
盔甲的男子比
賽時不幸跌入
泥潭，壯烈
「犧牲」。

■路透社

泥潭撻生魚

只要發揮想像力，平平無奇的事物也能變成可愛又有特色的「怪
物」！加拿大街頭藝術家格林發揮創意，在多倫多街道為各
種物品「點睛」，令花盆、信箱、垃圾筒等本來毫不起

眼的工具，全部都生氣活現。網上圖片

醫生揮刀趕鯊

游水時遇到鯊魚，很多
人都會嚇得魂飛魄散，但
新西蘭24歲醫生格蘭特卻
勇猛非常。他上周六出海
潛水捉魚時被鯊魚襲擊，
竟能冷靜應對，勇敢地揮
刀擊退鯊魚，還自行為傷
口縫針，事後更若無其事
與朋友去酒吧消遣。

格蘭特事發時在科拉克灣一帶潛水，被一條
相信是扁頭哈那鯊襲擊。他隨即拿起帶在身上
的刀插向鯊魚，成功脫險。
他其後游回岸邊，脫掉潛水衣時發現腿部有
約5厘米長傷口，於是利用車上急救工具為自
己縫針。朋友不信他被鯊魚咬，以為他說笑，
還叫他去喝酒。最終他在酒吧血流滿地，嚇得
酒吧老闆急忙給他包紥。

■《每日郵報》/法新社

90乳牛放屁
炸爆牛棚

泥潭犧牲泥潭犧牲 火堆跨欄火堆跨欄

自縫傷腳流血蒲吧自縫傷腳流血蒲吧

甲烷接觸
靜電肇禍
事發牧場位
於德國中部
城鎮拉斯多
夫，警方指，當
時牛棚內積聚了大
量甲烷，氣體接觸到
靜電造成爆炸，燒着牛棚。消防到場抽取氣
體檢驗，調查是否有再爆炸的可能性。意外
中被燒傷的牛隻需接受治理。
牛隻每日透過打嗝及放屁，可釋放多達
500公升的溫室氣體甲烷。牠們亦會釋放大
量有毒的阿摩尼亞，導致泥土及水源變酸，
污染環境。 ■《獨立報》/英國廣播公司

經典恐怖電影《驅魔人》竟真有其
事？美國32歲女子安蒙斯一家疑遭邪
靈上身，兒子除了被不知名的力量舉
起猛力摔下，還會坐在衣櫃裡與「小
孩」對話，住院時更倒後沿着病房的
牆向上走。警員上門調查，竟在錄音
中聽到「有人」小聲地說「嗨」，拍
攝的照片更見到多張模糊臉孔。
安蒙斯在2011年11月遷至印第安納州

加里縣卡羅利納街一間連地窖大屋，與
3名年幼子女同住。她偶然會聽到地窖傳
來腳步聲，其後發現子女日趨奇怪，眼
球會凸出，身體無故顫動，甚至怒吼。

鄰居以為安蒙斯虐待子女，致電
社福部門要求調查。但社工在面談
時，發現安蒙斯幼子的眼球會向
後翻滾，又露出恐怖猙獰的笑
容；摸過地窖的水漬後，手
指更像被打般疼痛。
2012年3月10日，安
蒙斯晚上聽到長女房間
傳來尖叫聲，衝入房一
看，發現女兒懸浮半
空，安蒙斯於是和
母親等親人祈禱，
直至女兒返回床
上。奇怪的是，女
兒其後完全不知發
生過甚麼事。有靈
媒聲稱大屋住了200
隻惡鬼，安蒙斯一度
找牧師驅魔，之後索
性搬走。

■《每日郵報》

■格蘭特

男孩倒後行上牆男孩倒後行上牆猛鬼屋住200邪靈
■明明無
人，窗戶
卻浮現人
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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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獸街眼碌碌怪獸街眼碌碌

乳牛放屁產生的甲烷加劇全球暖

化，但難以想像這些臭屁竟然可以

成為大殺傷力「武器」。德國一個

牧場前日因90隻乳牛同時放屁打

嗝，導致甲烷爆炸，炸穿牛棚屋

頂，其中一隻牛燒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