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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市長
直播摸女記者大腿

悔戀克林頓 怨成代罪羊

玻利維亞最大
城市聖克魯斯的
市長珀費爾南德
斯上周出席公開
場合時，竟眾目
睽睽下撫摸一名
女記者大腿，過
程被攝入鏡頭，
引起各方譴責。
他前日在電視上
就事件引起軒然

大波致歉，強調無意冒犯對方，但未就鹹豬手道歉。
女記者古斯曼當時拿着咪高峰講話，75歲的費爾南德斯

伸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連忙推開鹹豬手。事後反對派議
員馬塞拉指控費爾南德斯性騷擾。性暴力及歧視最高可判
囚4年。古斯曼的丈夫則指事件「令家人受辱」，甚至傳
到兒子的小學同學耳裡，威脅控告費爾南德斯。
費爾南德斯鹹豬手有前科，前年曾在一個儀式上揑女

議員臀部，又曾強吻女工程師。 ■美聯社

意大利一名妓女周一被發現全身赤裸，棄屍佛羅
倫斯郊區橋底，死狀猶如被釘十字架，死前曾遭強
姦及虐待。佛羅倫斯及鄰近城市普拉托過去10年曾
發生9宗類似事件，警方懷疑是連環殺手所為。

金屬棒打內出血致死
26歲死者扎姆菲爾周日晚遇害，被發現時僅穿
鞋襪，雙腕遭鎖在橋底欄杆，兩臂伸開，頭部垂
下，恰似被釘十字架，衣物在近1公里外被發現。
初步證據顯示，她遭金屬棒襲擊後內出血致死，

腕上傷痕顯示她曾掙扎。她是羅馬尼亞移民，有
濫藥習慣。
現場附近去年有一名妓女被赤裸鎖在馬路欄杆

襲擊，居民聽見呼叫後將她救出，受害人描述疑
兇50至60歲，身材矮小，頭髮稀疏，講意大利
文，駕駛白色汽車。
佛市1968年至1985年間曾出現被稱為「佛羅倫

斯惡魔」的連環殺手，專門向情侶下手，至少16
人遇害，兇手仍逍遙法外。
■《泰晤士報》/《每日鏡報》/意大利The Local網站

美國達美航空一班
由亞特蘭大飛往洛杉
磯的波音767-300客
機上周六飛行期間，
駕駛艙一塊擋風玻璃
在3.8萬呎高空受壓
碎裂，機師被迫轉飛
至新墨西哥州阿爾伯
克基急降。

乘客被安排轉乘另一客機繼續旅程。達美發言人形容
事件罕見，並指機窗玻璃都是雙層，以確保安全。美國
聯邦航空管理局稱今次是外層玻璃爆裂，內層完好無
缺。 ■《每日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達美爆擋風玻璃迫降

在剛過去的日本黃金周假期，不少攀山愛好者挑戰難度
更高的山峰。警方昨日稱，有至少12名登山客不幸喪生。
其中一名死者是69歲家庭主婦，她登上群馬縣海拔
1,423米的荒船山期間，從山脊跌落50米深處死亡。另
有一行3人攀登歧阜縣高3,190米的奧穗高岳時，遇上惡
劣天氣迷路，其中68歲醫護人員及46歲銀行家疑凍死。
一名19歲防衛大學學生與其29歲導師攀爬高3,110米的
涸沢岳時，從400米高的山脊跌死。 ■法新社

日黃金周12登山客喪命

意妓女遭棄屍如釘十字架
疑連環殺手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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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問題一直備受爭
議。在新澤西州任職墮
胎顧問的25歲美國女子
萊茨去年 11月意外懷
孕，決定墮胎，但竟將
過程拍下，向其他女士
顯示「墮胎並不可
怕」。她3月中把片段
上載至YouTube後，引

起反墮胎人士不滿，指她為「殺嬰兇手」，但亦有人
表示支持。片段至今吸引逾36萬人次觀看。
片段顯示，萊茨身穿手術袍進入手術室，只接受局

部麻醉，全程清醒。其間鏡頭只拍攝她的臉部和上
身；手術後，她高興地指感覺良好。

■《每日郵報》/《紐約每日新聞》

年屆40的萊溫斯基當年
與克林頓發展不倫

戀，令她成為「身穿藍裙、
頭戴貝雷帽的聲名狼藉女
神」，意指她曾穿着這裝
束，在公開場合擁抱克林
頓。她近日在雜誌《名利
場》撰文，指是時候「燒掉
貝雷帽和埋下藍裙了」，亦
是時候「停止偷偷摸摸地迴
避自己的過去及別人的將
來」，希望開腔向世人呈現
自己版本的故事。

拒收7752萬出自傳
稱無收掩口費

萊溫斯基坦言，這段情改
變了她的一生。醜聞令她面
對坎坷求職路，雖然曾有人
以1,000萬美元(約 7,752萬

港元)斟她爆料出自傳，但她認為這是「不該做的事」而拒絕。她澄清，無收過
克林頓的掩口費。
她其後在英國倫敦取得社會心理學碩士，曾搬家數次，但仍活在醜聞陰影

下。她憶述在求職時，有僱主會提到性醜聞，暗示她不是適當人選。
事隔多年才剖白，萊溫斯基稱是受一名遭網絡欺凌的男學生啓發。該學生疑因

一段親吻男子的片段被放上網瘋傳，不堪壓力自殺。萊溫斯基稱，她是首名在互
聯網推波助瀾下遭全世界羞辱的人，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幫助同病相憐的人。

■《名利場》/路透社/法新社

想過自殺

有片睇：youtu.be/OxPUKV-WlKw

■費爾南德斯(左)摸女記者古斯曼的
大腿，全程被拍下。 美聯社

■■萊溫斯基稱克林頓萊溫斯基稱克林頓

當年無疑是想當年無疑是想「「佔她佔她

便宜便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萊茨將墮胎過程拍下放上
YouTube。

■駕駛艙擋風玻璃碎裂。
網上圖片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1998年爆出與

白宮前見習生萊溫斯基有染，事隔

多年，萊溫斯基打破沉默，表示非

常後悔與克林頓發生戀情，稱對方

當年無疑是想「佔她便宜」，但她

一直相信是兩情相悅。她批評克林

頓為保地位，拿她做代罪羔羊，她

想過自殺數次，指事件令她遭到全

世界羞辱，現時希望取回事件的話

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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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競投者會於8月4日與
另外7名機員乘搭蘭開斯

特Mk X轟炸機，在加拿大安大
略省漢密爾頓機場起飛，中途
停留紐芬蘭、格陵蘭及冰島，
終點為英國林肯郡科寧斯比空
軍基地。

不准重過250磅 要受訓兩日
是次行程飛行時間為 18 小
時，其間會有專機拍攝整個過

程。獲選乘客規定體重不超過
250磅，能在狹窄機艙內爬梯活
動，並須在漢密爾頓機場接受
為期兩日的訓練。航班不提供
膳食，亦不包回程機票。
轟炸機會與另一架英國皇家

空軍蘭開斯特轟炸機並肩飛
行，是50年來首次，以紀念
英軍及加軍二戰期間並肩作戰
的經歷。

■綜合報道

托胸抗下垂

英國3名女性率先接受一項
革命性手術，在乳房下植入堅

固的矽樹脂胸杯，
以及用螺絲將優質
絲綢帶固定在胸
骨，令乳房在無胸
圍承托下也可保持
堅挺。不過有專家
警告，這款「內置
胸圍」可能產生副

作用，呼籲醫學界進行全面測
試，以證明安全有效。

胸部外科醫生法爾哈迪上周在
倫敦施手術，歷時45分鐘，收費
6,000英鎊(約7.9萬港元)，較一般
隆胸手術貴約1,000英鎊(約1.3萬
港元)，據悉植入物不會像PIP矽
膠般破裂。有報道稱，「內置胸
圍」明年或成為常規手術，乳癌
患者或曾縮胸的國民保健服務
(NHS)病人可免費進行。

■《每日郵報》/The Stir網站

「內置胸圍」2米高妹 嫁1米63男友
巴西18歲少女埃利沙尼身高2.03米，但

她相信「身高不是距離」，愛上僅
高1.63米的建築工人卡瓦略。這段
相差40厘米的戀情經過3年終開
花，卡瓦略在海邊向女友求
婚，成功抱得美人歸，埃利
沙尼將當上全球最高新娘。
雖然二人擁抱接吻有點

困難，牽手散步也會被指指
點點，但相戀3年，感情依
舊甜蜜，女方更希望婚後不
久就能懷孕，不過其母親認為
女兒年紀尚小，不太贊成她這
麼早結婚。
埃利沙尼幼時因腦下垂體出
現腫瘤，過度分泌生長激
素，以致患上巨人症，後來接
受手術切除腦瘤，終停止了增
高。

■綜合報道

美國麥當勞超級粉絲方丹1969年開始收集麥當
勞紀念品，至今已有多達7.5萬件藏品，部分
更已經絕版。60歲的他還在家旁建了一個

2,400平方呎穀倉，將珍藏分389個類
別安放，瘋狂程度令人咋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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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細
普通酒店再無法滿足你？不妨考慮到
德國呂茲瑙入住「行李喼」！這間高9
呎、長5呎的全球最細酒店，外形十足
一個放大版行李箱，房內只有一個小
型洗手間和一張雙層碌架床，每次最
多可供兩人入住，要淋浴則要在室外
浴室，房租每人每晚盛惠15歐元(約
162港元)，相當划算。

酒店於2004年建成，是當地56歲退休
鐵路職員萊特曼的主意。他指當年想在鐵
路主題博物館和餐廳附近建設一個符合相
同主題的落腳點，於是忽發奇想把博物館
內一個大型行李箱改裝成酒店。
由於酒店小得無法放訪客留名簿，因

此住客可在牆身留言或繪畫，別有一番
風味。 ■綜合報道

「行李喼」酒店

默克爾食素減肥 勁瘦10公斤
德國總理默克爾向來身形較臃腫，但她早前訪美期間，被外界發

現清減了。德媒前日報道，指默克爾去年底滑雪受傷後決心減肥，
不再以最愛的香腸三文治作茶點，改吃蔬果，結果4個多月減磅
10公斤(22磅)。
德國《圖片報》前日以「為何默克爾看來如此苗條？」為標
題，披露她今年起於工作及參加會議期間，不再吃香腸芝士
三文治及餅乾，改吃青椒、紅椒、紅蘿蔔及大
葱等。她為免抵不住美食引誘，更不讓同僚
在她面前擺放三文治，飲食非常節制。

採訪默克爾訪美的記者稱，她現
在看來精神飽滿與精力充
沛。常陪伴默克爾夫婦行
山的奧地利登山家梅
塞納表示，默克爾
減磅的意志堅定，
現時能連續行山6
小時，其間不用
停下來進食裹腹。

■《每日電訊報》/
《每日郵報》

有 否

想過變身英

勇空軍坐戰機

翱翔天際？現

在機會來了，加拿大

戰機遺產博物館安排

一架近70年歷史、全球

僅有兩架的蘭開斯特轟炸機，於8月由加國

飛往英國，展開一連4日旅程，並在拍賣網eBay以2.5

萬英鎊(約33萬港元)底價，拍賣該行程的單程機票。

■兩床一廁，十分
簡約。網上圖片

■機艙內的活動空間十分小。
網上圖片

現時現時 去年去年99月月

33萬坐二戰機飛越大西洋

■蘭開斯特Mk
X轟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