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間諜無得申請
電影中的占士邦智勇雙全，靚仔

有型，讓不少人立志成為間諜。英國
有 40 名中學生早前致信軍情五處
(MI5)，希望應徵做間諜，本來以為信件
會石沉大海，不料MI5處長帕克被學生的
誠意打動，竟親自回信。不過信中表明，間
諜並非MI5職員，不是應徵就能當上。

彭德爾瓦勒中學兩名學生早前讀過
間諜小說後，對間諜生活心生好

奇，於是在老師建議下，聯同其他同學致函MI5。51
歲的帕克回信指：「間諜不是由MI5直接聘用，而是
一些我們認為有能力為我們提供消息的人。這不是能
夠應徵的職位，相反我們會有受訓職員負責與他們接
觸並收集情報。」
有學生問及，間諜可否拍拖、是否要像占士邦般靚

仔、駕駛技術了得，帕克一一詳細回答，稱間諜只可
向最親密的親友透露自己的職業，而誠實、正直、可
靠、謹慎是最重要的素質。 ■《星期日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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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杯蛋糕穿上身
來自哥倫比亞的夫婦費爾南多及甘博亞，把日本摺紙

工藝套用到時裝設計上，在東京街頭舉行名為「獨眼
人：一個愛情故事」的藝術表演。
費爾南多夫婦設計的紙藝衣服非常複雜，有多個款式

的頭飾及連身裙，其中一條露肩裙穿上像紙杯蛋糕，另
一條掛頸裙像倒放的摺扇，後現代風格中帶點嫵媚。不
過摺紙時裝大多設計誇張，平常場合無法穿着，而且人
有三急時可麻煩了。 ■英國《星期日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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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男女老幼均愛
玩自拍，英國團購
網站Buyagift就舉
辦一個寵物自拍
比賽，徵集主
人為寵物拍
的仿自拍
照，為動
物 慈 善
組織籌
款 。

寵物主人反應非常熱烈，網站至今已收
到700隻小動物的「私密自拍」，活動
將於下月3日截止。
參賽作品中，有性感的貓咪「床
照」，貓咪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十足
女星上載的性感照，而且照片中只見到
一隻前腳，造成另一隻腳在拿相機自拍的
錯覺。另外有狂野黑貓伸脷、大眼V面小
狗、天竺鼠開閃光燈「爆光」大鼻孔等，非
常可愛。 ■《星期日郵報》

英國倫敦28歲女子拉姆古蘭患異食癖，秘密
「吃牆」足足11年，共吞下半噸牆磚，連去年
新婚的丈夫也在婚後才知道妻子愛「偷食」。

加清潔劑調味 吃粉筆代替
拉姆古蘭小時候聽親戚說認識吃磚粉的人，
於是開始幻想牆壁是甚麼味道。直到17歲，她
終於初嘗牆壁滋味，還一試愛上，幾乎每日要
食6湯匙牆磚，有時還會加添清潔劑調味。
拉姆古蘭的丈夫注意到睡房牆壁的洞愈來愈
大，竟有1呎乘2呎，始發現妻子的怪癖，於是
帶她看醫生。原來她患異食癖，醫生開處方補
充鐵質藥丸給她，讓她減少依賴牆磚。她表

示，為了牆洞
不再擴大，她
現在吃粉筆代
替，但始終覺
得味道不及牆
磚。
■英國《星

期日太陽報》

家中小狗喜歡咬拖鞋、電線，報紙、枕

頭，梳化更是練牙力的好幫手。飼養寵物

人士對這些情況應該不陌生，但

有否統計過寵物造成的破壞

總值多少？英國有研究

發現，當地寵物造成

的家居毀壞每年價值

8.72億英鎊(約115億

港元)，平均每戶要付

231英鎊(約 3,038港元)

為寵物的惡行埋單。

負責研究的網絡監察系統公司
BT指，在眾多寵物中，狗隻

一如所料是破壞王冠軍，但看似乾淨獨
立的貓咪也不遑多讓，若未學懂上洗手間，

那麼家中任何角落恐怕都淪為牠的廁所。外表溫馴無
害的天竺鼠則是最乖最守規則。
網民則指寵物不聽話是因主人沒好好管教，如果要

計，應把寵物為他人帶來的不便包括在內，因不少人曾
誤踩街上「黃金」而令鞋子報銷。

■《星期日郵報》

荷蘭前鋒尹佩斯（右圖）在巴西世界盃對西班牙的分
組賽中，以一記飛身頭槌追平，協助荷蘭5比1大
勝，這個漂亮頭槌隨即惹來無數球迷爭相模仿。一

眾網民穿上橙衣，面朝下趴在草地上，雙手向後
45度朝天張開，重演尹佩斯頂球後奮身撲

地，但凡人與球星功架相差甚遠，讓人
忍俊不禁。■網上圖片

■貓咪性感「床照」。網上圖片

■■摺扇倒放摺扇倒放
■拉姆古蘭日食6湯匙牆磚，有
時會加清潔劑調味。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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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40歲遊客
穆爾前日早

上抵達曼谷，計劃通宵在當地最著名
紅燈區之一牛仔街，參與朋友的單身漢派

對。同樣來自英國的準新郎達倫稱「今晚會做什
麽，誰知道？這是曼谷」，暗示趁結婚前盡興一番。
在背包客喜愛的考山路，前晚擠滿大批足球迷，慶祝

宵禁令解除。

軍政府紓民怨全民免費睇波
解除宵禁是軍政府「還樂於民」政策一部分，旨在
藉娛樂消遣活動，緩解社會緊張氣氛，平息民眾對軍
政府的不滿。軍政府上周與擁有世盃獨家轉播權的泰
國廣播機構達成協議，讓所有人免費觀賞，之後再解
除所有宵禁，讓民眾遊客外出睇波。

當局昨預留3
萬張電影《納瑞宣國王傳
奇5》早場免費戲票給民眾，電影
講述16世紀暹羅國王納瑞宣帶領暹羅脫離
緬甸獨立。當局指，該電影可向民眾灌輸愛國
主義。

■美聯社/泰國《民族報》/路透社

撤宵禁後紅燈區翻生撤宵禁後紅燈區翻生 遊客夜出看世盃遊客夜出看世盃

泰國軍方上月實施全國宵禁泰國軍方上月實施全國宵禁，，導致夜店被導致夜店被

迫晚上提早關門迫晚上提早關門，，首都曼谷冷冷清清首都曼谷冷冷清清。。上周上周

五撤銷所有宵禁後五撤銷所有宵禁後，，周末曼谷紅燈區和晚間周末曼谷紅燈區和晚間

消遣隨即消遣隨即「「復活復活」，」，遊客紛紛狂歡遊客紛紛狂歡。。軍政府軍政府

亦推出措施平定民心亦推出措施平定民心，，包括全民免費看世界包括全民免費看世界

盃盃，，昨日又派發愛國電影昨日又派發愛國電影《《納瑞宣國王傳奇納瑞宣國王傳奇

55》》門票門票，，吸引數千計民眾到戲院領取吸引數千計民眾到戲院領取。。

美國密歇根小
姐上周五舉行第
二晚賽事，台上
一眾佳麗都不及

特別嘉賓、14歲少年福斯特搶
鏡。福斯特患有「玻璃骨」之
稱的成骨不全症，並因中央神
經系統失調令他滿身胎記。身
體缺陷沒令他意志消沉，當晚
他勇敢上台獻唱，樂觀積極態
度令賽事生色不少。

福斯特出生時，已診斷患皮
膚神經黑色素減少症及成骨不
全症兩種罕見疾病，醫生直言
他活不過3歲，但靠輪椅代步的
福斯特如一般青少年般喜愛戶
外活動，過去13年曾骨折超過
50次，仍無減他對生活的熱
愛。福斯特接受治療的醫院是
今屆密歇根小姐選美的合作夥
伴，故他現身以示支持。

■《星期日郵報》

因應2011年福島核事故，美國政
府大幅增加對核電安全防衛技術的
研究經費，主要目的是製作一種更
有效抵禦衝擊或損害的核燃料棒，
以防在地震或海嘯等災難中，燃料
棒輕易過熱溶解和觸發爆炸，為核
電站職員爭取更多時間修理反應
堆，減低洩漏輻射的風險。
幾十年來，核燃料棒設計沒太大

轉變，都是將二氧化鈾壓縮，然後
放入4.5米長的棒芯，再由鋯合金表

面包裹。鋯合金層能抵禦腐蝕和高
熱，並防止輻射物質外洩，但福島
核災證明這設計在冷卻系統停運的
最極端環境下，形同虛設。
有大學計劃在現有設計上改進，

研究在鋯合金外殼外加上一層塗
層，防止觸發產生氫氣和高溫的化
學反應，並研究可「自行修復」的
燃料棒，在燃料棒受損時自動釋放
物質到表面形成保護層。

■美聯社

印尼貧富差距嚴重，不少窮
人因沒錢看醫生而病死，有社
會企業於是發起「垃圾醫療保
險」計劃，通過回收和循環使
用垃圾，讓窮人獲免費保健。
年僅24歲的項目創辦人阿里賓
賽德，早前獲頒「青年可持續
企業家獎」。
醫科生阿里賓賽德聽說有拾

荒者女兒因腹瀉死去，遂於
2010年於瑪琅開辦首間「垃圾
換醫療」診所。
加入計劃的條件很簡單，只

需每月收集價值1萬印尼盾(約6.6港元)的垃圾，即可
享受每月兩次免費醫療。阿里賓賽德的病人，多是月
入50萬至100萬印尼盾(約327.8至655.6港元)的農民。
阿里賓賽德將收集到的垃圾分類，可轉化成肥料的

有機廢物賣給農民；塑膠、金屬等賣給拾荒者，為城
市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法新社

■■曼谷考山路食肆播放世盃吸引遊客

曼谷考山路食肆播放世盃吸引遊客。。美聯社美聯社

■■宵禁解除宵禁解除，，曼谷牛仔街燈紅酒綠曼谷牛仔街燈紅酒綠。。 中央社中央社 ■■兩名少女展示免費的戲票
兩名少女展示免費的戲票。。 新華社新華社

前日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88歲官方壽
辰，在倫敦有大型閱兵儀式，多名王室成員
均有出席，但未見小王子喬治的身影。今年
女王壽辰授勳名單中包括兩名華人。他們分
別是華人工黨主席梁辛尼，獲授司令勳章
(CBE)。另一位是前首相貝理雅的嫂子、英國
華人工黨創辦人之一謝錦霞 (Katy Tse
Blair)，獲授員佐勳章(MBE)。
60歲的梁辛尼一直努力推動英國華人積極

參政、議政，有傑出貢獻。至於現任英國華
人工黨副主席的謝錦霞，為英國華人社會無
私工作20多年。她是倫敦依士靈頓華人協會
的創辦人及籌募總裁，協會於2005年獲英女
王社區志願服務獎，表揚其貢獻。
這兩位領袖堅信，華人作為英國第三大少

數族裔，應發揮自身優勢，推動在英華人社
區更快更好地發展、積極參政議政，讓華人
在政府制訂政策時發出更大聲音，從而提升
華人在英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力。

■英國廣播公司/《星期日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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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賓賽德(左)為窮
人治病。 法新社

拾垃圾換看病
醫科生造福基層

核燃料棒升級 防福島式事故玻璃骨少年 憑勇氣更勝佳麗
#�"
��$

■福斯特

■梁辛尼 ■謝錦霞曼谷復活曼谷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