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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地區多州近日遭受嚴重暴風
雨吹襲，造成至少5人死亡，逾40萬個
家庭和商戶停電，大量房屋損毀。

塌樓塌樹壓死母嬰露營童
紐約州中部錫拉丘茲地區是重災區之

一，暴風雨於當地時間周二晚約7時登
陸，建築倒塌壓死至少4人，包括一名
年輕母親及其4個月大嬰兒。當局派出
搜索犬搜尋可能被埋居民。馬里蘭州曼
徹斯特9名露營兒童被一棵倒塌大樹砸
到，造成1死6傷。
紐約州大範圍停電，前日上午有約5.6

萬個家庭和商戶無電力供應。賓夕法尼
亞州周二晚有超過37.5萬人停電；該州
和俄亥俄州遭遇小龍捲風襲擊，一些大
樹被連根拔起。 ■《華爾街日報》

浣熊風力減弱，但陣風風速仍高達每
小時126公里，當地時間昨晨10時

集結於宮崎市東北70公里，以時速30公
里東移，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0公里。福
岡縣已發出強風、漲潮和豪雨警報，呼
籲居民盡量留在室內。

塌山泥殺12歲童 洪水淹死2長者
長野縣南木曾町前晚發生山泥傾瀉，

警方和救援人員從山泥中救出一名母親
及其3名孩子，惟當中一名12歲男童送
院後證實死亡。一名居民表示，山泥瀉

下掩埋房屋時，聲音有如地震般。熊本
縣一名81歲漁民及高知縣一名62歲長者
遭洪水淹死。
逾190個航班受暴風影響取消，政府
料將召開災害管理會議商討對策。隨着
浣熊可能今晨移近福島核電站，營運商
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員工已作準備，包括
綁好電纜及加強監察洪水可能湧入的位
置。
受風暴影響，富士山靜岡縣一側遊客

極少。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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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風暴「浣熊」橫掃沖繩後，昨日橫過九州地區，昨晚在本
州和歌山縣南部登陸，預計今日向關東移動，威脅首都東京和大
阪、京都等大城市，氣象廳預測甲信和東海地區降雨量會達250
毫米。暴雨導致河道氾濫，多縣廣泛地區共逾500間屋水浸、樹
木倒塌和停電，山泥傾瀉及洪水造成3人死亡，另有最少50人受
傷，當局呼籲約13萬戶疏散到庇護中心。

拍賣網站eBay最近出現一
間專售翻新iPhone 5的神秘
店舖，所有貨品皆獲「蘋果
認證」，售價卻較官方低數
百美元。業界推測網店實為
蘋果公司營運，目的是趕在9
月推出iPhone 6前清貨。

該店 16GB iPhone 5 售價
449美元(約3,480港元)，較蘋
果官網便宜200美元(約1,550
港元)；32GB和64GB分別便
宜270和350美元(約2,092和
2,712港元)，所有型號皆有黑
白兩色。 ■Apple Insider

美國加州聖克魯斯高級應
召女郎蒂歇爾曼去年為任職
Google Glass項目高層的海斯
注射海洛英，當海斯出現藥
物不良反應時，她不單沒施
行急救或報警，還在對方斷
氣後，多次跨過屍首收拾注
射用品。警方早前放蛇拘捕
她，控以殺人及藏毒罪，前
日提堂，並懷疑她與另一宗
類似案件有關。
26歲的蒂歇爾曼每次收費
達1,000美元(約7,750港元)，
她與51歲已婚的海斯在配對

網站結識，二人已
多次見面。去年11月26日，
她攜帶毒品到海斯的遊艇為
他注射。海斯疑注射過量毒
品而出現併發症，但蒂歇爾
曼仍若無其事地飲光一杯
酒，然後拉下窗簾離去。
蒂歇爾曼被捕前一個月，

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發表貼
文，表示「很高興與別人談
論連環殺戳及冷血謀殺，他
們也很喜歡」。
■《每日郵報》/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

為為GoogleGoogle高層注射毒品高層注射毒品
妓女被控殺人

正版iPhone 5 eBay賤賣清貨

美國得州休斯敦市郊前日發生滅門
慘案，34歲男子哈斯克爾因家庭糾
紛，在一幢住宅槍殺四名兒女和兩名
成年男女，另一名頭部受槍傷的女兒
報警，透露父親還打算去殺她的祖父
母，警方隨即駕車追截，雙方對峙3
小時後，哈斯克爾棄械投降。
案發於休斯敦以北約40公里的斯
普林一個住宅區，男女死者分別39
歲和33歲，遭槍殺的兒童分別為4歲
及14歲男童，以及7歲和9歲女童，
其中3人當場死亡，另一人送院後不
治，其中兩人是由哈斯克爾收養。

50警裝甲車包圍
警方出動裝甲車前
後擋着哈斯克
爾 以

防逃走，約50名警員持槍包圍。他坐在車上
望着警員，一度以手槍指向頭部威脅自殺，
警方談判專家到場游說，他最終走出座駕
投降。
警方指，哈斯克爾和妻子已分居，

妻子住在其他州份，遇害的兩名成年
男女與這家人的關係暫未清楚。有目
擊者稱，案件可能與離婚或分居有
關。■法新社/美聯
社/路透社/《每
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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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熊威力遠及韓浣熊威力遠及韓
國釜山國釜山。。 法新社法新社

■■長野縣南木曾町山長野縣南木曾町山
泥傾瀉造成一名泥傾瀉造成一名1212歲歲
男童死亡男童死亡。。 路透社路透社

■■紐約州多幢民居被摧毀紐約州多幢民居被摧毀。。 美聯社美聯社

■蒂歇爾曼

■■舉手投降
舉手投降

■移走屍體

■多警圍捕

■海斯

海灘玩夠乾淨「剝皮」漏沙袋
夏日炎炎，不少人喜歡到沙灘嬉水曬太陽，

但回家後通常發現整個手袋都是沙，清理非常
麻煩。有見及此，創意發明網站Quirky推出
「漏沙袋」Shake系列，手袋底部縫有網紗，
只要拉開外層便可篩走所有沙粒，袋內又設有
多個隔位，方便收納細小物品。
Shake手袋設計簡約，有4個不同款式，分

別是米色綴有黑或橙色邊的女裝餃子袋、灰黑色的男裝
桶形手提包及兒童背囊，另配有漏沙細袋，售價介乎
29.99至49.99美元(約232至387港元)。 ■《每日郵報》

裸照誤傳父親 瘀爆
美國女子尼婭本打

算把裸照傳給男友，
怎料錯手發了給父
親，她立刻在微博
twitter求救，有網民教
她把手機調至飛行模
式後刪除照片，有些
則抱着看戲心態。但
這些反應都不及尼婭
的父親，他即時傳短

訊問女兒：「這是要傳給我的嗎？立即回答！是認
真的嗎？你上學就是做這些事？」他見到尼婭時仍
未消氣，繼續責罵女兒行事魯莽愚蠢。
尼婭的「裸照門」短短一日已獲超過1.6萬網民
轉發，她最後提醒大家「今天不宜拍裸照」。

■《每日鏡報》/new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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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
處處皆是消費誘
惑，美國加州攝影
師西格爾不滿消費文化
製造大量垃圾，邀請朋
友和鄰居置身巨型垃圾
堆，當中包括一周內消耗
的食品包裝、薄餅盒、廚
餘、煙蒂等，以行為藝術
《7日垃圾》呼籲正視浪費
問題。 ■網上圖片

白金漢宮自拍威廉哈里手指指
自拍成為潮流，英國威廉和哈里王子周二在白金漢宮出

席活動期間，與23歲企業家愛德華茲一起用手指住鏡頭，
仿傚19世紀陸軍元帥基奇納伯爵的「你的國家需要你」經
典手勢，成為白金漢宮首張自拍照。他們手指指，原來是
為祖母英女王尋找鼓舞人心的年輕人。
當日活動介紹「年輕領袖計劃」，旨在為英女王尋找
國家未來領袖。在2015至2018年間，計劃會接見240
名改變自己生活的年輕人及得獎者。

■《每日郵報》 ■白金漢宮自拍照，齊齊手指指。 網上圖片

■尼婭

腳背4吋蝴蝶紋身 英高層被炒
外國流行紋身，不過英

國一名任職管理層的女
子，卻因左腳背的4吋
蝴蝶紋身外露而被解
僱，她正考慮控告公
司歧視。
38歲的珀金斯5

個月前透過中介公
司，受聘於白金漢

郡的樓宇設備管理公司「索爾茲伯里FM」。公司於上月
引入新守則，要求員工不能露出紋身，以免損害專業形
象。珀金斯想過貼膠布遮蓋紋身，覺得反而更惹人注意。
珀金斯本周如常上班，其間經理要求她離開，後來更終
止合約。珀金斯覺得非常不合理，因她的工作不需面對公
眾，而過去數月出色的表現備受讚賞，認為因紋身而解僱她
屬歧視。 ■《每日郵報》

■珀金斯的蝴蝶紋身。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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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的德斯皮格萊爾在比利時對俄羅斯的分組賽中，站在看台為國
家隊打氣。她的臉頰畫上比利時黑黃紅國
旗3色，加上頭戴牛角帽及雙手揮動啦啦
球，充滿青春氣息。照片迅即在twitter等
社交網站爆紅，更登上世界各地報章，一
夜成名。

20萬人「讚好」簽約歐萊雅
德斯皮格萊爾在比利時出局後回國，

在facebook開設粉絲專頁，不足一周已
累積20萬人「讚好」。她周二在專頁
上公布已與歐萊雅簽約，成為專用模特
兒，更上載一段試用其護髮產品的影片，
星途一片光明。
不過成為公眾人物要付出代價，德斯皮

格萊爾曾在社交網站張貼在非洲獵殺羚羊
照片，遭網友批評。

■《每日郵報》/《紐約每日新聞》/
《悉尼先驅晨報》

比利時在世界盃八

強戰中不敵阿根廷出

局 ， 但 俗 語 有 云

「 上 天 關 了 一 道

門，總會給你開扇

窗」，說的就是比

利時女粉絲德斯皮格

萊爾。她看世盃時意

外被攝下打氣照片，

結果在網上瘋傳，法國著名化妝品牌歐萊雅更因此看中

她，簽約為品牌模特兒。

■■宣布簽約歐萊雅宣布簽約歐萊雅

■■性感泳裝性感泳裝

■■一開漏沙一開漏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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