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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歲中國留學生楊明姿(譯
音，Mingzi Yang)上周在英
國林肯郡住所遇害，警方
早前起訴33歲華裔男子曾
威康 (Wai Hong Tsang，
譯音)謀殺罪，同時呼籲民
眾提供線索，尋找一名曾
在兇案現場附近出現、戴
藍色頭盔的騎單車男子。
楊明姿2008年從中國赴英修讀英文，前年遷入林肯

郡住所，據報育有一名年幼兒子。她上周二被發現倒
斃家中，警方相信她遭謀殺，遇害時間介乎上午7時至
下午1時。 ■英國廣播公司/《格里姆斯比電訊報》

中國留英女生被殺
警追尋單車男

■楊明姿

微軟公司前日宣布，4月收購芬蘭手機巨頭諾基亞
手機部門後推出的首部新智能手機Nokia X2，使用
的並非自家作業系統，而是勁敵Google的Android。
微軟強調，新機讓用家同時享有Android應用程式
(app)和微軟的服務。分析
指，微軟此舉能展示自家服
務的跨平台優勢。
X2採用雙SIM卡系
統，定價135美元(約
1,046港元)，在全球
銷售，雖然用家仍
不能使用 Google
Play，但可登陸
微軟Nokia Store
購買程式。

■法新社

微軟推
Android Nokia X2

把生活照放上社交網站與家人朋友分享，已成為不少
人生活一部分，但英國33歲母親阿達莫早前將一歲半
女兒馬洛「露點」照張貼於Instagram後，被警告照
片違反網站使用條例及刪除。阿達莫認為照片並無
不妥，於是再次張貼，豈料連帳戶也被關閉，其
1,700張照片全部被禁。
出事照片是馬洛站着扯高衣服到胸口位置，看
着自己鼓鼓的肚皮、凸肚臍及左邊乳頭，狀甚好
奇。阿達莫指平常電視廣告也有只穿尿片的嬰
兒，覺得照片被指「不恰當」而被禁非常荒
謬。Instagram同時刪除一張馬洛與父親在沙灘
的照片。
阿達莫翻查使用細則，指Instagram指引只
提到「禁止色情、裸露或成人內容」，也包
括「任何女童沒穿上衣照片」，Instagram明
顯把照片當作兒童色情照處理，還指該照片
「違反社會規條」。
阿達莫從美國嫁到英國倫敦，透過Instagram跟
家人聯繫，帳戶有4萬人關注。她最後雖獲重啟帳戶，
但遭刪走的兩張照片仍然被禁。Instagram回應指一直努力
平衡個人表達自由和保護兒童，並承認今次決定錯誤。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美國禁煙組織「孩子無煙行動」發表研究報告，揭露煙草公司為吸引
年輕人吸煙，令他們從小養成煙癮，不惜在香煙內加入糖分和香味，令
香煙更易入口及成癮，大大增加患肺癌及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風
險，與50年前相比，現時即使吸煙量較小，但危險程度卻大得多。
美國聯邦政府於1964年發出首個警告，提醒民眾吸煙有害健康，
但煙草商為開拓青少年市場，多年來不斷改良香煙成分及設計。
煙草商為令青少年對香煙上癮，提高香煙的尼古丁含量及添
加乙醛和糖分，後者可令香煙更易吸入；又在香煙內加入
阿摩尼亞等可擴張支氣管的化學物，加快尼古丁從肺部傳
送至大腦及心臟的速度。由於新煙民一般受不了煙草
的嗆鼻氣味及味道，煙草商因此加入乙醯丙酸及推
出不同口味的香煙，例如朱古力及薄荷，減低
煙草的刺激性。 ■《每日郵報》

煙草加糖及香味 更易上癮
■X2採用雙SIM卡
系統，定價約1,046
港元。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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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戰星球大戰》》中中
絕地武士可用絕地武士可用「「原原

力力」」移動物件移動物件，，美國有美國有
醫生與工程師最近則研發醫生與工程師最近則研發
出一種出一種「「神經橋接神經橋接」」技術技術，，
成功讓一名接近全身癱瘓的病成功讓一名接近全身癱瘓的病
人憑人憑「「念力念力」」移動手部移動手部，，為四為四
肢癱瘓及中風病人帶來重拾行動肢癱瘓及中風病人帶來重拾行動

能力的希望能力的希望。。

此技術是俄亥俄州立大學韋克斯納醫療中
心與巴特爾研究所合作的成果，透過在

病人大腦植入連接到電腦的微型晶片，把大腦訊
息傳送到電腦解碼，再發送到貼在病人前臂上的
電極貼，刺激手臂肌肉按大腦指示活動，就
如在體外建立了一條人工神經線。該

晶片只有0.5厘米闊，置有96個
電極以讀取病人思想。

2323歲的布克哈特歲的布克哈特44年前年前
游泳時遇意外游泳時遇意外，，導致胸口導致胸口
以下癱瘓以下癱瘓。。他在他在44月植入晶片月植入晶片，，經過數周練習經過數周練習，，上周上周

在實驗中聚精會神想着要令手指郁動在實驗中聚精會神想着要令手指郁動，，成功令電腦屏幕成功令電腦屏幕
上的虛擬手部跟隨郁動上的虛擬手部跟隨郁動，，顯示晶片運作正常顯示晶片運作正常。。
研究員之後讓布克哈特嘗試郁動自己真正的手臂研究員之後讓布克哈特嘗試郁動自己真正的手臂，，

最初預料他只能郁動一根手指最初預料他只能郁動一根手指，，豈料他竟能做到豈料他竟能做到
握拳握拳、、張開手掌及拿起湯匙等動作張開手掌及拿起湯匙等動作，，令人喜出令人喜出

望外望外。。有在場記者形容布克哈特靠意志移有在場記者形容布克哈特靠意志移
動手部一幕動手部一幕，，就像在看科幻片就像在看科幻片。。
最激動的相信是布克哈特最激動的相信是布克哈特，，他稱這是他稱這是44

年來首次控制手部活動年來首次控制手部活動，，感覺雖有點陌感覺雖有點陌
生生，，但讓他再次滿懷希望但讓他再次滿懷希望。。■■《《每日電訊報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每日郵報》》//《《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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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禁BB女露點照女露點照

■■馬洛扯高衣服到胸口的馬洛扯高衣服到胸口的
照片照片，，被被 InstagramInstagram當作當作
兒童色情照兒童色情照。。

認錯
InstagramInstagram

■■布克哈特能夠握布克哈特能夠握
拳拳、、張開手掌和拿張開手掌和拿

起湯匙起湯匙，，令全令全
場激動場激動。。

手郁郁手郁郁

慘叫中變親密陌生人互摑
早前一段陌生

人互吻的片段在網
上爆紅，美國洛杉
磯電影製片人蘭迪斯
靈機一觸，找來40位陌
生人做實驗，不過今次變
成互摑！蘭迪斯對於陌生人
互摑會擦出甚麼火花很感興
趣，結果竟發現能拉近彼此距
離。
40位志願者分成二人一組，
有大隻佬對嬌小男、男對女、
女對女等，每人按對方要求被
打的力度互摑。多數人都先禮貌地打招呼，不過當
互摑戰開始，慘叫聲伴隨笑聲四起，各人亦愈來
愈投入。
有女士大力掌摑男士，但男士出於惜花之
心，只是輕力回摑；也有兩位女士毫不留情

地猛力互摑。影片被上載到YouTube，已獲140萬次
點擊。
蘭迪斯總結稱，掌摑是人類互動的一種，當抽走暴

力中的惡意或攻擊性，便可像擁抱般溫暖，令人與人
之間更親密。 ■《紐約每日新聞》/《每日鏡報》

熊貓B學爬樹
人類嬰兒要學爬行，熊
貓BB也要學爬樹。日本
和歌山動物園一隻4個月
大的熊貓，花盡全身力氣
爬上小木頭頂，不過後勁
不繼，剛離地便不夠力鬆
手掉下，四腳朝天。不過
牠非常有毅力，慢慢翻過
身爬起來再挑戰，自得其
樂，更吸引到其小同伴一
起爬樹。根據世界自然基
金會資料顯示，熊貓一般
6個月大已是爬樹高手，
亦精於游泳。

■《每日郵報》

自製面霜牙膏

有片睇：youtu.be/ninOz5ValUM

■兩人準備互摑。 網上圖片 ■有女士用力掌摑初次見面的男士。

Thomas火車

■奮力爬樹

■跌至四腳朝天

Thomas火車頭粉絲有福了！據日本Rocketnews24報
道，日本靜岡縣大井川鐵道快將推出Thomas列車，有粉
絲發現Thomas火車已試行，遠遠看見火車頭冒出白煙。由
於仍在試行階段，火車頭偶爾會噴出黑煙，看來技術人員要
趕快改善，確保Thomas列車能在暑期旺季投入服務。

■Rocketnew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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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早前
時 興 將 「 趴
街」(Planking)照
上載互聯網分享，意
大利攝影師吉爾達諾
變本加厲，拍攝相中人
跌至四腳朝天、物品散落
一地的模樣，幾可亂真。
這輯名為《In Extremis
(Bodies With No
Regret)》(沒遺憾的身軀)的
照片集，每張相的主角即使
仆倒，手中亦緊握不同物
件，以黑色幽默表達出人
類認為物質較個人生活更
重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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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白煙的冒出白煙的ThomasThomas火火
車在日本試行車在日本試行。。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年無用錢

陶貝德突然萌起過原始生活念頭，緣於某天
見祖母家中的餐桌堆滿各種食品，就算飲

杯牛奶都可加入不同的調味粉，令她驚覺消費對
生態造成的破壞。

耕田種蔬果 以物易物換衫
陶貝德接受訪問時，被問到現在最想要的
是甚麼，她表示是緊身褲及化妝品。話雖
如此，她過去年一年自給自足，包括
自製面霜、洗頭水、牙膏等日用品；
開墾農地種植蔬果；到二手店用以物

易物換取衣衫。陶貝德笑言：「我開始像個
洞穴人了，朋友都說我去得太盡。」她嘗試
把過去一年所學的融入生活，但慶幸不再過
着這般極端的生活。
她指現今的經濟制度建基於無窮無盡的增

長，但生態卻有盡頭，慾望不會令社會走得
太遠。歐洲多年來的經濟危機，令人警覺到現
行經濟模式的限制，「人們意識到靠緊急援助等
紓困措施無助解決問題」。為解決問題，愈來愈
多人提倡「少即是多」的環保概念，催生食物分
享網站及饋贈書籍活動。■法新社/《泰晤士報》

現代人信奉物質主義，

德國女記者陶貝德反其道

而行，希望體驗經濟制度

崩潰後的生活，去年開始

過了一年原始生活，生活

所需不假外求，不費一分

一毫。她把這段經歷撰寫成

書，名為《現代啓示錄》，反

思因消費導致的浪費對生態有

何影響。
■■陶貝德透過以物易陶貝德透過以物易
物換取衣服物換取衣服。。法新社法新社

原始人

■■陶貝德笑言自己開始像個陶貝德笑言自己開始像個
洞穴人洞穴人。。上圖為其著作上圖為其著作《《現現
代啓示錄代啓示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毅力爆燈 登陸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