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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束腰日束腰2323小時小時
美國前總統老

布什前日慶祝90歲
大壽，和75歲、80歲
及85歲那年一樣，今年他
又再以跳傘作為慶祝活動，
是這位二戰老兵歷來第8次跳
傘。
老布什其後透露，他首次跳傘

是1944年駕駛戰機在日本父島被
擊墜時，「當年我太早拉開降落
傘，結果被機尾撞到頭，那時我
就決定有機會要再來一次。這次
終於做對了。」老布什近年患上
帕金遜症，今次跳傘和往年一
樣，都有專人全程貼身「陪
跳」。 ■法新社

隆隆O CupO Cup巨胸巨胸

布布朗在過去兩年間先後兩度隆胸朗在過去兩年間先後兩度隆胸，，但她尚未滿意但她尚未滿意，，計劃第三度隆胸計劃第三度隆胸，，
「「我是那種要麼平庸我是那種要麼平庸，，要麼誇張到極的人要麼誇張到極的人，，我希望令自己的身形更我希望令自己的身形更

極端極端、、更誇張更誇張、、更美麗和震撼更美麗和震撼。」。」

3838吋腰變吋腰變2323吋吋 內臟移位內臟移位
為了那條為了那條「「小蠻腰小蠻腰」，」，布朗更不顧健康布朗更不顧健康，，長期束腰長期束腰，，令腰圍由令腰圍由3838吋縮吋縮

到到2323吋吋。。她表示她表示，，以往一直受體型困擾以往一直受體型困擾，，變成變成Jessica RabbitJessica Rabbit後充滿自後充滿自
信信，，即使因束腰而內臟移位即使因束腰而內臟移位、、進食困難進食困難，，她亦甘之如飴她亦甘之如飴。。

布朗目前與在日本服役的美軍丈布朗目前與在日本服役的美軍丈
夫居於沖繩夫居於沖繩，，其獨特扮相頗受日本其獨特扮相頗受日本
少女歡迎少女歡迎。。她也不諱言經常在網上她也不諱言經常在網上
被中傷被中傷，，不過她堅持信念不過她堅持信念，，丈夫也丈夫也
從不反對其做法從不反對其做法，，坦言坦言「「她的身形她的身形
令人興奮令人興奮」。」。

■■《《每日鏡報每日鏡報》》

卡通女角色的誇張身材常被指會對少女灌輸錯誤觀念卡通女角色的誇張身材常被指會對少女灌輸錯誤觀念，，相相
信世上無人會比信世上無人會比2525歲澳洲女子布朗更能證明歲澳洲女子布朗更能證明。。她為了變成她為了變成
自小迷戀的自小迷戀的《《夢城兔福星夢城兔福星》》巨胸幼腰卡通人物巨胸幼腰卡通人物 JessicaJessica
RabbitRabbit，，決定把身材大改造決定把身材大改造，，把原本把原本H CupH Cup的巨胸加碼至匪的巨胸加碼至匪
夷所思的夷所思的O CupO Cup，，更每日束腰更每日束腰2323小時小時。。

兔 福 星 狂 迷

玩殘日消防
日本東北秋田縣昨日發生烏龍「墜機」

事件，警方於早上接報，有居民指懷疑有
小型飛機撞懸崖墜毀，當局大為緊張，派
出6輛消防車和3輛救護車到場，但消防
員在現場根本找不到任何飛機殘骸，經調
查後相信是有居民把一大片白色花海，當
成飛機墜落現場而誤報，引起一場虛驚。

■法新社

超音速「獵犬」 時速1600公里

有片睇：youtu.be/uzMux49pjsg
動物獸性難馴，尤其面對野生動物更要特別小

心。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一名男子卻不顧危險，浸在湖
中，與野生鱷魚嬉水，更用嘴餵牠們吃棉花糖，有遊
客將過程拍片上載互聯網，當局表示會介入調查。
片中男子身處吉恩拉菲特歷史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的鱷魚潭中，不時用魚作餌引鱷魚張口，場面驚
險，似是馬戲團表演。公園管理員警告這種行為
非常危險，「這裡不是動物園，所有動物都是
按照天性生活。」 ■英國《都市報》

玩命男
英國皇家空軍戰機機師格林將於明年在南

非沙漠地區，駕駛「尋血獵犬」超音速跑
車，嘗試挑戰他保持了14年的陸上最快速
紀錄。尋血獵犬能以最高每小時1,600公
里的速度飛馳，足以突破音障，其高速
背後秘密，是相當於95輛一級方程式
跑車動力的超強推進系統。
尋血獵犬造價約1,000萬英鎊(約

1.3億港元)，重約7噸，流線型車身
長14米，為了抵禦龐大加速力，車
殼使用特殊混合碳纖物料及鋁蜂巢板
製造，連設計及生產就花了超過1萬
小時。推進系統則採用噴射及火箭式雙
軌制，綜合馬力超過13.5萬匹。

■《每日郵報》
嘴 對 嘴

口咬棉花糖餵鱷魚口咬棉花糖餵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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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血獵犬尋血獵犬」」將於將於
明年在南非沙漠嘗試明年在南非沙漠嘗試
破紀錄破紀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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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城兔福星夢城兔福星》》
Jessica RabbitJessica Rabbit

花海當墜機花海當墜機

美國紐約前日舉行第10屆廁紙婚紗設計比賽，由1,491套
作品中篩選出10套入圍。參賽設計師規定須使用Charmin
牌超柔軟廁紙，可用膠水、膠紙及針線縫合，也可以加
入喱士花邊等。比賽最終由網上時裝店主布倫南勝出，

是她第3次奪冠。其作品（右圖）以20卷廁紙
製成，可在腰部拆下長裙擺，1秒鐘便變成

流蘇短裙，技術擊倒其他作品，贏得
1萬美元(約7.75萬港元)獎金。

■網上圖片

A19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責任編輯：李鍾洲／孔惠萍 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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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會出席者將有關照片上載至社交網
站facebook(fb)，其中一張顯示警員

坐在地上扮猴子，大腿上放有一束香蕉，

前面放着一桶堅果；另有照片顯示「黑人
警員」吃香蕉。

辯稱開玩笑 圖淡化事件
負責確保法國海外屬地人民機會平等的

前內閣代表西亞，早前獲告知該fb帳戶上
載有關照片，於是向當局舉報。他指出，
帳戶持有人曾試圖淡化事件，稱出席者只
是私下玩樂，並形容是「黑人派對」。
事件在法國惹起公憤，法國黑人協會代
表議會主席路易斯─喬治·廷說：「若負
責打擊種族主義的警員，忙於嘲弄黑人而
非幫助他們，這解釋了為何種族歧視問題
依然沒明顯解決。」
法國近年屢爆種族主義事件，一名警員

去年在社交網站發表仇視外國人的言論，
當地一本極右雜誌去年11月嘲笑黑人司法
部長托比拉是猴子。

■《每日郵報》/《衛報》

三星推最薄Galaxy Tab S撼iPad

韓國三星前日
發表最新平板電
腦 Galaxy Tab
S，是三星至今
最輕最薄板腦，
賣點是使用以往
只在三星手機出
現 的 Super
AMOLED 屏
幕，提供更高清
畫質。新產品有
10.5 吋和 8.4 吋
兩種大小，售價由400美元(約3,100港元)起，接近蘋
果公司iPad定價，分析認為是明顯衝着後者而來。
Wi-Fi版Galaxy Tab S將於下月起在美國等地區發
售，4G版則要等到今年稍後，機身只有6.6毫米厚，
兩款各重294克和465克，有金色與白色。屏幕解像度
最高為2,560x1,600，稍高於iPad Air，使用Exynos 5
Octa雙四核處理器，搭載最新Android 4.4 KitKat系
統，並加入Galaxy S5手機的指紋識別系統及皮革外
殼設計。 ■美聯社

美星巴克推無線手機充電
美國科技網站The Verge前日報道，全球最大連鎖
咖啡店星巴克計劃在全美推出免費無線充電服務，日
後在咖啡店餐桌可看到嵌入式無線充電裝置，將手
機、手提電腦放於裝置上方即可充電。據報歐洲和亞
洲部分分店亦會在年內試行，冀吸引顧客消費。
星巴克之前已對充電裝備進行小範圍測試，即將在
三藩市灣區的星巴克咖啡店和Teavana茶吧推出，最
終將在全美咖啡店和茶吧普及安裝。

■《華爾街日報》

日本大阪市一名因家庭暴力而離婚的30
多歲單親媽媽，由於無托兒所願接收其5
歲智障兒子，難以找工作，於是向政府申
請援助。然而她連續5次申請都不成功，
市政府生活保障課一名職員甚至出言侮
辱說：「想要錢就去賣淫吧。」
該婦女不滿市政府態度，向民間組織求

助，在專家協助下終於申請到援助。事件
經傳媒曝光後，在網上引起激烈討論。協
助她的律師小久保哲郎表示，日本女性申
請生活援助時遭職員無禮對待非常普遍，
日本網民也經常歧視申領援助者，令她們
備受壓力。

■J-Cast網站

日官辱單親母：要錢去賣淫吧

美賊僥倖避監禁 出庭後即被殺
世事無常，美國加州37歲男
子皮爾遜因涉嫌入屋行劫受
審，沒想到陪審團填錯文件，
令他獲判無罪，然而就在當庭
釋放數小時後，皮爾遜卻在回
家收拾細軟途中，與姐姐的男
友爭執，被對方用刀殺死。案
中檢控官直言，如果皮爾遜當
真罪成收監，或可保住性命。
弗西斯諾法院周三審理皮爾

遜涉嫌行劫一案，12人陪審團
在商議後以8票有罪對4票無
罪，無法達成大多數共識。陪
審團填寫判決文件時，卻因為沒「未決」選項，唯有填上「無
罪」的判決書，法官也只好按陪審團決定判皮爾遜無罪。
一般而言，陪審團若無共識時應以便條形式通知法官，擇

日重審，不過案中法官發現問題時皮爾遜已獲釋，再審便會
違反「一罪兩審」原則。案中檢控官特倫斯慨嘆皮爾遜的遭
遇是天意弄人，「我只是想將他收監，行劫是罪不致死
的。」 ■美聯社/《赫芬頓郵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日醫院違禁注麻藥
害死12童

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出現嚴重
醫療事故，今年2月一名兩歲男童接受頸
部手術時，被注射禁止對兒童使用的
麻醉藥「丙泊酚」而死亡，大學校
董會主席吉岡俊正前日承認醫院
在過去5年間，對63名不滿15
歲的兒童注射該藥物，其中
12人死亡，為此向死者
家屬致歉。
日本禁止對深切治

療部內安裝人工呼吸
器的兒童患者使用丙
泊酚，但東京女醫大多次違規使用。2月的個案中，死者原本
接受頸部淋巴瘤治療手術，注射丙泊酚後病情突然惡化，並於
3日後死亡，院方證實男童死於丙泊酚，警方也展開調查。
丙泊酚是強效麻醉藥，2009年去世的樂壇天王米高積遜就

是因注射過量丙泊酚而死亡。

醫生「想殺人」拔洗腎者設備
另外，東京一家小型醫院的一名腎臟內科醫生，周三晚試

圖將50歲洗腎病人的設備拔除，幸被其他醫護人員發現。
被捕醫生供稱自己想殺人，「希望能被判死刑，殺誰都無所
謂。」報道形容他的想法與早前台北捷運斬人案疑兇鄭捷相
同。 ■共同社/日本《產經新聞》

■Tab S是三星最薄板腦產品。
彭博通訊社

■Tab S有10.5吋和8.4吋兩款。 彭博通訊社

法國再次爆出種族歧

視風波，一批來自巴黎

市郊的警員參加化妝舞

會期間，不但用鞋油將

自己面部塗黑，還頭戴

類似非洲土著髮型的假

髮，打扮成黑人拍照留

念，其中一名警員更扮

猴子輕抓腋窩及食香蕉，

涉歧視黑人。這批警員已

停職及接受內部調查，或

因侮辱行為革職。

戴土著假髮 食蕉抓腋窩

■皮爾遜

■涉事警員塗黑面、戴土著假髮。
網上圖片

■■有人抓腋窩有人抓腋窩，，大腿大腿

放着香蕉放着香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廁紙婚紗廁紙婚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