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四元坐48小時機
長周末假期可到哪裡玩？專辦澳洲

旅行團的Austravel旅行社，最近在英
國推出「周末澳洲遊」，參加者周五下
午由倫敦起飛，到悉尼和墨爾本各住一
晚，周二清晨回英國，剛好趕及即日返
工。不過這旅程單是坐飛機就要48小時，
悉尼到墨爾本又要坐9小時車，1,095英鎊(約
1.4萬港元)的團費到底是物有所值，還是貼錢
買難受，真是見仁見智。

旅客於周五下午由倫敦希思羅機場出發，於澳洲
時間周六傍晚抵達悉尼，當晚可自由行動，四處觀
光。不過如果想到海灘享受陽光便應打消念頭，因
翌日早上，遊行團便會坐車沿岸前往墨爾本，若在
周日早上10時左右出發，要到當晚7時左右才到
達。
到墨爾本後，旅客只可趁當晚和周一早上少許時
間觀光，之後便要趕往機場坐飛機。飛機會在英國
時間周二早上約6時40分抵埗。 ■綜合報道

英「周末澳洲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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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心水靚衫

美國15歲少女福曼自幼性格內向，唯獨與動物接觸時才能放開
胸懷。任職攝影師的施瓦茨於女兒3歲時，便一直用鏡頭追

蹤她與動物相處的日子，最近更把照片結集成
書。 ■網上圖片

房事玩得太瘋狂，隨時玩出禍。美國加州一名男子早前以
「便秘」為由求醫，護士為他照X光後，竟發現大腸內有龐然
巨物，觀察後證實是一支還在震動的自慰器。後來男子的老婆
說出真相，原來二人親密時興奮過頭，男方不小心把自慰器卡
在肛門，還被「吸進」體內，不得已下只好託辭求醫。
這是探索頻道旗下「旅遊生活頻道」節目《性愛讓我入急
症》最新一宗個案。護士指，若不取出自慰器，男子可能
出現內出血等情況，「我還是第一次在病人體內找到還
在動的自慰器。」 ■英國《都市報》

美漢腸內塞震動中自慰器

■X光片中清楚見到該震動器。 網上圖片

不見了寵物，通常做法是貼告示
尋找，太千篇一律卻未必能引人
注意。美國有不少主人就設計
了搞鬼啟事，看一眼就令人
印象深刻，說不定找回寵物
的機會也大一些。
例如一張以「有沒有

見過我」為題的尋狗
啟事，相中的狗跳躍
到半空，舌頭凸
出，面容扭曲。主
人形容牠為「超級
瘋狗」，充滿攻

擊性但沒吃藥，還說其實不想要回牠，「煩請找到
牠的人代找動物中心處理」。
其他啟事包括不見了「奧利弗的蟹」、「愛玩捉
迷藏的友善狼蛛」、「六趾貓」、「愛唱電視主題曲
的鳥」等，也有主人懸紅尋找走雞、走羊。最搞笑的
一張寫着「老婆與狗」一齊不見了，但只懸紅尋狗。

■綜合報道

墨西哥3,634名廚師及337名侍應前
日齊集於墨西哥城地標天使紀念碑，
同時打破兩項健力士世界紀錄，以慶

祝墨西哥菜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大廚們圍上雪白圍裙擠在廣場上，場面壯
觀，刷新了去年1月迪拜2,847名廚師創下的
「最多廚師在同一地點」舊紀錄，他們的大合
照甚至要從直升機上拍下來，才能把所有人攝
進鏡頭；同場的侍應則手捧銀盤及飲料，穿梭
於800米的賽道上，打破「最多人參加的侍應
運送比賽」紀錄。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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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只需在掛衣前為衣物拍照，衣櫥內置的感
應器及智能裝置，便會自動記憶衣物所掛位

置並進行分類。揀衫時，用家在手機或板腦按鍵
挑選衣服，環迴旋轉掛衣軌便會將衣服送上。
倘若不知穿甚麼或怎樣配搭，用家也可用顏

色、類型等選項去挑選當天心儀衣着，系統甚至

會記得某件衣服最後一次穿着是何時。

單層櫃售3.8萬 雙層5.6萬
動感衣櫥有多種顏色及尺寸選擇，單層及雙層

款式分別售2,900及4,300英鎊(約3.8萬及5.6萬港
元)。 ■《星期日郵報》

有片睇：youtu.be/jt2RXdhFavg

愛買衣服的人，衣櫃中總是擠滿衣物，要找出心水靚衫絕非易事。有見

及此，意大利MetalProgetti公司研發了自動旋轉「動感衣櫥」，用家用智能

手機或平板電腦挑選衣物後，衣櫥便會把衣服轉到眼前，認真方便。

智能
衣櫃

■有廚師在人群中玩騎膊馬。 法新社

■「超級瘋狗」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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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伴成長動物伴成長

■■挑選了的衣服會轉到特定位置挑選了的衣服會轉到特定位置，，用用
家不需再在衣物堆中尋找家不需再在衣物堆中尋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要穿的衣服能送到面要穿的衣服能送到面
前前，，的確是一件方便事的確是一件方便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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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社報道，事件是「一些
幹部草率施工」、「監督

不力」所致，當局事後立即展開
救援行動，搜救生還者及清理現
場。人民保安部部長崔富一於前
日搜救結束後到現場，親自為
「對人民犯下的這一大罪」深深
致歉。

「金正恩心如刀割徹夜未眠」
其他到場道歉的官員包括朝鮮

人民內務軍將領鮮于亨徹、平壤
市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車熙林、平
川區黨委責任書記李英植，以及
平壤市黨委責任書記金秀吉。報

道稱，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知道事
故後，「心如刀割、徹夜未
眠」，並指示黨、國家及軍隊領
導撇開一切工作，趕赴現場指揮
搶救行動。
朝中社刊登多張官員視察現場

的照片，其中一張是一名官員在
圍觀民眾面前，90度鞠躬道歉，
但看不到更多現場細節。韓聯社
則引述一名韓國官員表示，倒塌
大樓當時已有92戶入住，按
一戶4口推算，傷亡人數
很可能多達數百人。
法 新 社 指

出，朝中社鮮有報道國家負面新
聞，官員也鮮有公開道歉，今次
可能是由於事態嚴重才破
例。韓聯社也說，朝鮮媒體
破例詳細報道事故及道歉
的消息，可能是想盡快
消除居民的不滿和不
安情緒。
■法新社/美
聯 社/路 透
社/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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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平壤平川區一棟施工中的23層高住宅大

樓，上周二突然倒塌，官方朝中社及《勞動新

聞》昨日罕有地報道事件，更形容是「無法想像

的嚴重事故」，甚至有官員親自到現場講話並低

頭道歉。報道沒提及事故原因和傷亡數字，韓國官

員則估計很可能多達數百人傷亡。

兒童肥胖在美國不僅是社會醫療問題，未
來還可能成為國家安全危機。有退休美軍高
級將領指，兒童肥胖及文化水平低，將拖低
美國軍人質素，甚或造成兵源嚴重不足。

退役將領促立法改善飲食教育
美國青少年普遍肥胖，已對今後兩代軍人

質素構成嚴重問題，加上新一代書寫閱讀能
力差劣，甚至連中學也無法畢業，根本不符
合入伍基本條件。陸軍就指出，當前17至
24歲青少年之中，有超過3/4在體能或知識

水平上不適合參軍。
退休少將揚曼與數百名退休軍官眼見問題

嚴重，於是組成非牟利機構Mission:Readi-
ness，敦促國會議員立法規管學校改善午
膳，提倡多做運動，以及廣泛提供學前教
育。
有意見認為，隨着科技戰成為現代戰爭主

軸，五角大樓逐步裁軍，當局對兵源和軍人
體能要求今非昔比。但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
策研究總監奧漢隆表示，美軍無可避免會遭
遇地面戰事，士兵體能依然重要。■CNBC

巴爾幹半島上周連續4日暴雨，引發
近120年來最嚴重水災，超過30人死
亡。其中在有20人死亡的重災區波斯尼
亞，洪水導致近300宗山泥傾瀉，全國
1/3面積被水覆蓋，接近100萬人受災，
相當於全國總人口的1/4，超過1萬名居
民需要疏散。

地雷標識被沖走
波斯尼亞多宗山泥傾瀉，淹沒道路及

多條村莊，毀掉數百間房屋，近6萬戶
斷電，救援隊伍加緊運糧至北部重災
區，並出動直升機疏散民眾。當局擔心
用來記認波斯尼亞戰爭中所埋地雷的標
識可能被沖走，增加民眾誤踩危險。
水災造成塞爾維亞至少3人喪生，7.8
萬戶斷電，約2萬人被迫疏散。薩瓦河
位於塞國一段錄得有史以來最高水位，
每小時平均上漲3厘米，
當中貝爾格萊德西南30公
里的奧布雷諾瓦茨受災嚴
重，市中心水位達2至 3
米。克羅地亞東部有兩人
失蹤。
英國、奧地利等14個歐

盟成員國已派遣救援隊伍，
配備直升機及快艇前往半島
救災，俄羅斯亦派員到塞爾
維亞搜救。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巴爾幹120年最嚴重水災 逾30死

隨着微博twitter等短訊溝通模式興起，英文詞語縮寫日益氾濫，但這
些新字或「舊詞新義」往往令沒留意這方面的人摸不着頭腦。權威字典
《牛津英語詞典》(OED)最近公布新一批新字和新解法，傳統用作描述船
隻的「ship」，加入了「撮合某人和某人」的新意思，相信是「關係」
(relationship)一詞的縮寫。
詞典以大熱電視劇《新福爾摩斯》創作例句「I will always ship Sher-
lock and Molly」(我經常想福爾摩斯和茉莉成為一對)。
其 他 新 字 包 括

「perf」，是「表現」
(performance) 的 縮 寫 ；
「bikeable」形容能夠安
全地騎單車的人。舊詞新
意則包括「thing」可以用
作描述一件令人震驚的
事，「crazy」可用作加強
形容詞的語氣，例如
「crazy busy」(忙到癲)。

牛津詞典新字 ship=撮合某人

其他新字(部分)
Cryptocurrency：比特幣
Omakase：源自日語，指讓廚師決定菜式，

亦有「讓他人作決定」的意思
Sportive：一群人在指定路線上騎單車
Snacky：小食性質的食物，還有比較級的

「Snackier」和「Snackiest」
White Pizza：沒有番茄醬的意式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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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童肥胖文化低美童肥胖文化低 威脅國家安全威脅國家安全

印尼總
統大選將
於7月舉行，
雅加達省長維

多多呼聲高漲，
令華裔署理省長鍾

萬學有望接任省長，成
為此職的首位華人。

接棒「印尼奧巴馬」
綽號「印尼奧巴馬」的維多多與有

望接棒的鍾萬學前年拍檔參加雅加達
選舉，以55%得票率當選。印尼雖曾
發生排華事件，當地又排擠華人參
政，但鍾萬學任職雅加達副省長時，
民眾並沒不滿其華裔背景。
48 歲 的 鍾萬學人稱「阿學」
(Ahok)，作風強硬，致力打擊政府貪腐
和官僚作風，建立評分制度考核官員
表現，以透明公開方法處理雅加達長
期交通擠塞及水浸問題，深得民心。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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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官員在大批民眾面前道歉一名官員在大批民眾面前道歉。。 法新社法新社

■■鍾萬學鍾萬學

■■山泥淹村山泥淹村

■■「「跳樓跳樓」」逃命逃命

■■鏟泥車救人鏟泥車救人

■■居民傷心飲泣
居民傷心飲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