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哈里王
子與女友博納
斯 據 報 已 分
手，有英媒引
述兩人的朋友
報道，他們原
定明日飛往美

國參加哈里友人的婚禮，但由於女方需
自費650英鎊(約8,508港元)機票，兩人因
此爭吵，成為分手導火線。
報道指，博納斯並非花不起錢，但她認為

與哈里的關係見不到出路，不想為一段隨時
可能結束的關係花這麼多，因此向哈里攤
牌，質問對方將來的打算，結果談不攏決定
分手。
消息又稱，博納斯因成為公眾焦點，加上

不能從事演藝事業，故感到沮喪兼不滿足，
早已拍拖拍得不開心。 ■《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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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醜聞不斷的法
國總統奧朗德，年
初被踢爆搭上女星
加耶，隨即與同居
10年的前女友特里
爾韋勒分手。但法國
雜誌《Gala》引述加耶友人
指，她受不住當第一女友的

壓力，加上奧朗德上月任命舊愛羅雅爾為環境部長，成為導火線，
已提出分手。甚至有傳，奧朗德正尋求與特里爾韋勒復合。
雜誌《快報》記者卡林近日出版新書《想過自己生活的總
統》，指奧朗德與特里爾韋勒分手數周後，已恢復向她大獻殷
勤。消息指奧朗德帶着鮮花，與她到最愛的巴黎餐廳共進晚餐，
私下也保持電話聯絡。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澳洲大堡礁 1981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世界遺產」，可惜當地珊瑚近
年大減，澳政府早前批准煤炭企業向該海域傾倒
泥沙。保育團體警告，此舉將導致已健康不佳的
大堡礁加速毀滅。UNESCO昨日更發表聲明譴責
澳政府，並建議在2015年將大堡礁列入「世界瀕
危遺產名錄」。

澳政府去年12月同意印度阿達尼集團在大堡礁
附近擴建煤炭出口港，並於今年1月批准向大堡
礁傾倒300萬公升污泥廢水。
UNESCO要求澳政府提交新報告，證明此舉

是傷害最小的選擇，且不會衝擊大堡礁價值。世
界自然基金會(WWF)澳洲分會更呼籲澳政府迅速
禁止傾倒泥沙舉動。 ■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大堡礁倒泥沙 澳洲遭譴責

《星星》好「腳」頭
Jimmy Choo全球斷市

為8508元機票
哈里與女友吵架分手

奧朗德傳被飛
翻撻前第一女友

全球資源爭奪戰升溫，北極圈天然資源愈來愈重要，挪威一個

偏遠島嶼近日成為焦點。業主委託國際金融機構，放售島上一大

塊煤礦地，但未公布售價。挪威專家估計，中國可能有興趣買

地，獲得豐富煤礦資源，亦可作為進駐北極發展的踏腳石。

■■斯瓦爾巴群島的私地蘊藏斯瓦爾巴群島的私地蘊藏
22,,500500萬噸煤萬噸煤，，估計足夠開採估計足夠開採
2020年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劇《來自星星的
你》紅遍亞洲，全智賢飾演的女主角千頌伊所穿Jimmy Choo
24/7系列去年秋季款式the Abel高踭鞋，在首爾、上海和北京
等地賣斷市，搶購熱潮更蔓延至歐美。《華爾街日報》前日介
紹這現象，指這反映在互聯網時代潮流散播速度已非往日可
比，同時顯示亞洲消費者在國際市場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企業近年採取各種宣傳手段增加產品曝光率，包括在電視劇和

電影加入植入式廣告，或是贊助明星使用產品等。但Jimmy Choo
原來並無付費予《星》劇賣廣告，亦未獲事前通知有關場面，故對
搶購潮亦感驚訝。Jimmy Choo香港職員甚至要特地用《星》劇截
圖，向歐洲高層解釋搶購潮成因。
Jimmy Choo總裁丹尼斯透露，the Abel由人手製作，最初只生產

了幾百對，眼見搶購潮由亞洲蔓延至歐美，已下令意大利工場重新
啟動生產線，追加幾千對，預料本月陸續出貨。 ■《華爾街日報》

■博納斯分手
一天後愁容出
現街頭。

網上圖片

■特里爾韋勒(左起)奧朗德和加耶。

■全智賢飾演的千頌伊帶挈
the Abel在全球熱賣。

A18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責任編輯：孔惠萍/曾綺珺

斯瓦爾巴群島位於挪威內陸與北極之
間，設有3個自然保護區、6個國家公

園和15個雀鳥禁獵區，風光如畫。雖然當
地約65%土地受保護，但亦擁有度假區和
採礦場。

面積接近3個港島
放售的土地面積達217平方公里，相當於

接近3個香港島。報道指，該土地由挪威工
業家族霍恩持有，由於家族與挪威採礦企
業不和，故決定放售。官員透露，該土地
除了不可作軍事用途外，當局沒其他限
制。當地煤蘊藏量達2,500萬噸，按現行採
煤技術估計，足夠開採20年。

目前未有買家公開表示有興
趣洽購，挪威極地研究科學研
究院總監厄斯特倫認為，俄羅
斯、美國等國家也是潛在買
家。他指中國積極尋找煤等
天然資源，買下這塊地後，
便能使用群島作為在北極長
期發展的平台。
當地傳媒形容群島對挪威具重大戰略重

要性，故社會爭論應否賣地給外國
人。綠黨反對出售，更提議關閉
所有群島的煤礦。
■《獨立報》/挪威
The Local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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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空寫立體字

憑空寫字不再是幻想！英國Lix公司近日公
開最新產品3D打印筆，不僅可寫出立體字，
甚至畫出複雜的立體結構。Lix正在集資網站Kickstarter籌集生產資金，希望在今
年9月推出市場，預料每枝售價85英鎊(約1,113港元)。
雖然市面上已有近似功能的3D打印裝置，但實際以筆作為外形卻是首次。
3D打印筆會把筆芯形塑膠加熱至攝氏150度使其熔化，再從筆嘴噴出，熔膠
遇上空氣會急速硬化，變相能憑空寫字和畫畫。打印筆只需接駁電腦USB
接口便可運作，簡單方便。 ■《每日郵報》

3D畫筆

題題題題題題題題題題題題

「「自拍假期自拍假期」」
tagtag酒店食宿免費酒店食宿免費
智能手機帶動全球自拍熱潮。有外
國酒店索性以自拍作招徠，鼓勵住客
將自拍照上載社交網絡，換取免費房
間和飲食。
波多黎各 La Concha Resort 推出
「自拍歷險套餐」，住客於5至8月
期間，到當地任何景點自拍，並上載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等，再
標籤(tag)酒店名稱，即可享受酒廠參
觀等優惠，酒店每月會選出1張最佳
照片，送出3晚免費住宿。
在澳洲，悉尼1888酒店宣稱是全球

首間Instagram酒店，鼓勵住客在大
堂的 Instagram 區自拍笑臉，以#
1888 Hotel#標籤上載。粉絲超過1萬
的Instagram用戶，更可於年底前免
費住宿1晚。 ■《每日郵報》

擋手機輻射保 力
鑲銀孖煙囪鑲銀孖煙囪

互聯網近日流傳互聯網近日流傳
一張一張「「太空人太空人」」獨獨
自在太空飄浮的照自在太空飄浮的照
片片，，猶如電影猶如電影《《引引
力邊緣力邊緣》》的場景的場景。。
照片其實是照片其實是20062006年年
的舊照的舊照，，當時國際當時國際
太空站的太空人將太空站的太空人將
廢棄的俄羅斯太空廢棄的俄羅斯太空
衣丟出太空衣丟出太空，，裡面裡面
塞滿舊衣物和一個塞滿舊衣物和一個
訊號發射器訊號發射器，，太空太空
人 把 它 匿 稱 為人 把 它 匿 稱 為
「「Suitsat-Suitsat-11」」 (( 太太
空衣衛星一號空衣衛星一號))。。太太
空衣圍繞地球轉了空衣圍繞地球轉了
數星期後數星期後，，墜落大墜落大
氣層燒毀氣層燒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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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立
體 圖 案

無難度。
網上圖片

巨熊睡袋 擘大口抖氣
熊出沒注意！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名設計師設計出棕熊形睡袋，十足十真正棕熊大

小，高7呎、重5.5公斤，有個塑膠鼻，熊皮則由人造軟毛製成。這款搞鬼睡袋售
1,400英鎊(約1.8萬港元)，不過小心太迫真，外出露營隨時引來真正的巨熊相伴。

睡袋沿拉鏈打開熊
身，會見到內裡像
熊肉一樣的粉紅
色物料。當睡
進睡袋時，棕
熊 會 擘 開
「 血 盆 大
口」方便
用 家 呼
吸。
■《每日
郵報》

這款 名 為 「Wire-
less Armour 」的鑲銀孖煙

囪預定7月開售，每條零售價35英鎊(約459港元)，有緊身和鬆身
兩款供選擇。顧客可選擇前後均防輻射的360度版本，或是只保
護身體前方的180度版本。物理學家珀金斯正在Indiegogo發起群眾
集資，希望為項目籌到3萬英鎊(約39萬港元)，而捐款人士可用優惠
價14英鎊(約184港元)購買孖煙囪。
鑲銀孖煙囪經測試後，證實可隔絕99.7% WiFi無線網絡。此前有研
究發現，電磁波對男性精子活躍度和壽命有一定程度影響，電子產品運
作時發出的熱能亦可能損害精子。 ■《每日郵報》

男士經常將手機放褲袋，但

手機和無線網絡等電波輻射可

能對人體有害，並減少精

子數目。英國有物理學家

因此研發出防輻射孖煙

囪，把銀鑲入布料內，

隔絕電磁波。銀的強大

殺菌效果同時可令內褲防

菌，不會輕易沾上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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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銀孖煙囪每條售價
約459港元。網上圖片

■■畫出衣背圖案畫出衣背圖案

■粉紅熊肉

無人版無人版《《引力邊緣引力邊緣》》

■血盆大口

■■棕熊大小棕熊大小

■布料鑲有銀，可隔絕電磁波。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