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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威斯康星州上周六發
生恐怖傷人案，兩名12歲
少女懷疑受網上恐怖故事
荼毒，竟誘騙一名同齡朋
友到樹林，然後連捅對方
19刀。受害人大難不死，
目前情況穩定。
蓋澤爾及魏爾當日到

樹林後，其中一人將受
害人按倒在地，由另一人施襲。受害人手、
腳、身體等多處中刀，但仍能自行爬出樹林，最終被
途人發現。蓋澤爾及魏爾被控一級意圖謀殺。
警方表示，魏爾去年12月介紹蓋澤爾瀏覽恐怖故

事網站Creepypasta Wiki，並崇拜故事角色「Slender-
man」，兩人相信透過殺人可成為「Slenderman」的
追隨者，於是數月前開始策劃殺人，選擇在蓋澤爾生
日當天行兇。 ■美聯社/《今日美國報》

睇恐怖小說入魔
美兩12歲女捅友19刀

單單一個名字，竟能影響人類面對天災的反應！美國研
究發現，以女性名字命名的颶風所造成的傷亡，往往比用
男性名字的嚴重，原因是民眾面對女性名字颶風時，容易
疏於防範。研究刊登在美國期刊《國家科學院學報》。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研究員研究1950年至2012年間，吹
襲美國的94個熱帶氣旋資料，發現傷害最大的47個颶風
中，有30個是女性名字，平均造成45人死亡；17個是
男性名字，平均造成23人死亡，相差近一倍。
研究員並發現，這94個颶風中，較男性化名字的颶風
平均造成15.15人死亡，而女性化名字的颶風平均造成
41.84人死亡，相差近3倍。而且這些資料已經排除了傷
亡過多的2005年的「卡特里娜」和1957年的「奧德
麗」，兩者均是女性名稱。 ■《每日郵報》

女性名颶風 令人疏於防範

■兩名行兇少女誤信透過
殺人可成為「Slender-
man」（下圖）的追隨
者。 網上圖片

血濃於水，原來BB也知道媽
咪的感覺。英國杜倫大學研究發
現胎兒在母體內能感受到母親的
精神壓力，當母親壓力愈大，胎
兒用手碰面的次數愈多，研究員
更製作3D立體影像，清晰顯示

胎兒在子宮內的情況。
研究員對15位準母親進行4次
4D超聲波掃描，每次掃描前均
記錄孕婦該月的壓力水平，與掃
描影片中胎兒觸摸面部的次數作
比對，研究中8名女嬰及7名男
嬰共摸面342次。
結果發現，媽媽愈感到憂慮、

無助或受壓，胎兒單手摸面次數
便愈多。研究員相信胎兒可能感
應到來自母體的壓力荷爾蒙皮質
醇上升，嘗試以身體觸碰安撫情
緒，與成人煩惱時雙手抱頭的反
射動作相似。
研究又發現緊張母親的胎兒較

多用左手撫面，而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抑鬱症及精神分裂症患
者多是左撇子，意味兩者之間或
存在某種關係。■《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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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兒觸摸面部，或反映媽媽的
緊張情緒。 網上圖片

美國科學家最近在離地球560光
年的天龍星座，發現質量達地球
17倍的「Kepler-10c」行星。這個
被稱為「巨型地球」的岩質行星直
徑為2.9萬公里，是地球的兩倍，

科學家原本以為這種大小的星球一
般都是氣體行星，但事實並非如
此，意味宇宙中宜居行星數量或遠
超人類想像。
發現星體的哈佛大學史密森天

體物理中心研究員薩斯洛夫指出，
經測量後發現「Kepler-10c」由高
密度岩石組成，有岩石的地方便意
味可能有生命，但估計星球岩石成
分中，最多只有5%至 15%為水
分。
薩斯洛夫估計，「Kepler-10c」

及其所屬星系有110億年歷史，即
在宇宙大爆炸後少於30億年內形
成，比只有45億歲的地球老一倍
多。證明岩質星球形成的時間或比
人類以為的更早。

■《每日鏡報》/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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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ler-10c」（前）直徑為地球
的兩倍。 路透社

2014年聖迭戈搖滾樂馬拉松周日舉行，是湯普森第
15次參與這項比賽。湯普森腿部
近期出現鱗狀上皮細胞癌，接受
多達9次放射治療，然而她雙腳
受感染、腫脹及疼痛，數周前
更難以站立，令她後悔在賽前
不久開始治療。

76歲首次跑 沖凍水涼慶祝
不過湯普森堅持上陣，她坦言在開首21公

里感覺良好，但跑到約27公里、正在上山時，
開始質疑自己能否完成賽事。為消除負面情
緒，她將注意力放在沿途的樂隊身上，在聽
到音樂為她「打氣」時加快速度。
76歲才首次跑馬拉松的湯普森完成賽事

後表示感到高興和安心，不能相信自己達
成目標，希望能沖凍水涼和睡覺休息。她
跑馬拉松不是為獎項，而是為血癌及淋巴
瘤協會的研究籌款，至今籌得超過9萬美
元(約70萬港元)。
因年紀老邁加上患有頑疾，湯普森平時靠

做瑜伽、伸展運動及多走路保持健康。她寄
語想參加馬拉松賽事的人，「參賽永不會
遲」。 ■《每日郵報》/《今日美國報》

跑馬拉松並非年輕人專利，美國北卡羅來
納州一名患有皮膚癌的91歲老婦，以7小時
7分鐘42秒完成馬拉松賽事，不但成為美國
90至94歲年齡組別中跑得最快的參賽者，還
是該項比賽最年長女跑手，連破兩項紀錄。

雖然正與癌魔搏鬥，但她不言退，
希望明年再接再厲。

7小時跑完馬拉松
91歲癌嫗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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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腿疾 連破兩紀錄

熱愛彈琴熱愛彈琴

■■湯普森今年是第湯普森今年是第1515
次參與聖迭戈搖滾樂次參與聖迭戈搖滾樂
馬拉松馬拉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跑完全程跑完全程

惡作劇男子湯普森和克爾當日在街上見到街景
車駛過，覺得機會難逢，遂跑到街道另一

側，由克爾拾起斧頭手柄扮演
殺人狂，湯普森則倒卧地上假
扮被殺，等候街景車經過拍

攝。

難得遇上 僅幾秒準備惡作劇
湯普森表示，很少在街邊

遇到街景車，於是想好好把
握機會惡搞一番，不過當時時
間非常緊迫，他們僅有幾秒時
間思考如何上演惡作劇。他又
指，警方到他們工作的車房調查
時，他感到十分尷尬。
■《每日郵報》/

英國《都市報》

Google街景服務又遇惡作劇，一輛街景車早前在

英國愛丁堡街頭拍攝到一名光頭男子昏迷躺地，另

一男子手執「兇器」站在旁邊。有街景用家發現這

一幕後，以為發生兇殺案，連忙報警，警方到場調

查，發現原來是該兩名男子自導自演的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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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癡肥女減134磅父5萬贊助隆胸

噴細菌潔身
洗澡就是要清除體上污垢及病菌，保持

潔淨，但有人竟反其道而行。美國科學家
維茨洛克12年來從不淋浴，反而從豬欄、
雞欄及牛棚的有機土壤收集阿摩尼亞氧化
菌，製成化合物，灑在海綿擦身。這做法聽起
來荒誕，但背後大有科學根據。
維茨洛克是化學工程師，多年前女友問他為
何馬匹喜歡在泥土上翻滾，激起他的好奇心，

開始鑽研微生物的特性。
他發現，動物愛在泥土翻滾，是要確保身上

有足夠的阿摩尼亞氧化菌，用來中和由汗液分
解成的阿摩尼亞，避免汗液發臭，但經常洗澡
會沖走皮膚表面的阿摩尼亞氧化菌，於是他在
12年前不再淋浴。維茨洛克還將阿摩尼亞氧化
菌化合物推出市場，聲稱會令用家的皮膚變得
柔滑，結果大賣。 ■《每日郵報》

12年不沖涼

英國劍橋大學刁難學生，竟在文
學批評實踐科的試卷中，列出南非詩
人孔布伊斯一首僅以標點符號寫成的
無字詩，讓考生分析評論作品。
有考生指，試前信心滿滿，沒想
到問題會如此刁鑽，最初還以為
是印刷錯誤，現十分緊張考試結
果。現居於開普敦的孔布伊斯表
示，他這首作品是當年用來抗議
種族隔離政策的言論審查。

■《每日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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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熊相遇必有一握兩熊相遇必有一握

英國博爾頓出現
高爾夫球壇明日
之星，年僅
兩 歲 的
「 小 老
虎」古
德無師
自通學會
打高球，13
個月大已加入高
球俱樂部，與8

歲童同場比賽。他擁有專業裝備，包括一支木桿、一支推
桿及3支鐵桿，只消24桿便完成4洞，最遠可一桿打出40
碼以上。
古德的父母指兒子非常熱愛高球，由早到晚話題離不
開這運動，自己在後院打球、在電視觀看球賽，最奇怪是
父母二人均不是特別熱愛高球。西北高爾夫學院成員佩里
見過古德落場表現，認為這小子非常有天分，若晉身職業
球壇，前途必無可限量。 ■《每日郵報》

原來在弱肉強食法則下仍有難得的友情，俄
羅斯野生動物攝影師伊萬諾夫在遠東庫頁
湖拍到兩隻幼熊在湖上握手，像是久別
重逢的老朋友。幼熊遠遠在湖的對岸見

到對方，便急不及待跑向對方，手
舞足蹈狀甚興奮。牠們在湖邊淺

水區玩了數小時，一起捕
魚、「握手」。

網上圖片

英國一位非常父親以3,995英鎊
(約5.2萬港元)隆胸手術作餌，幫助
重246磅的26歲女兒貝爾德減至112
磅，重拾健康及自信。貝爾德指隆
胸是她的減肥動力，表揚父親是
「世上最好爸爸」。
貝爾德是3子之母，在次子出世

後患上產後抑鬱，靠暴飲暴食令自
己開心，但見身形發脹又更不快
樂，陷入惡性循環。離婚令她的抑

鬱加劇，吃得更多，肚腩大得被朋
友以為再懷孕，關節更開始負荷不
了體重，醫生指她患了病態肥胖。
她試過各種減肥餐單卻總是半途而
廢，且每次有進展都先減去胸部。
其父擔心不已，提出減肥換隆胸

後，貝爾德以茶水代汽水，每周跑
步3次，去年6月終減肥成功和隆
胸，9月以窈窕身形下嫁現任丈夫。

■《每日郵報》

■揮桿姿勢有板有眼。 網上圖片

扮斬人扮斬人

▲▲減肥前減肥前246246磅磅

■■惡作劇男湯普森惡作劇男湯普森((左左))和克爾和克爾。。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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