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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uro嚴重受壓，做
出搖頭、漫無目的擺動

身軀等反常行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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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門多薩動物
園的「Arturo」可能是全球最慘的

北極熊，不僅多年來被迫生活在氣溫
可高達攝氏40度的高溫地獄，2年前喪

偶後更變得孤僻，精神及體力委靡不
振，專家擔心牠會被迫至發瘋。

29歲的Arturo在阿根廷生活了近20年，相比在極寒下舒適生活着的同
類，Arturo在籠內只有一個水深半米
的小型泳池，根本不適合居住。專家發現牠近日出現反常行
為，例如搖頭、漫無目的擺動身軀等，反映牠嚴重受
壓。

阿根廷動物園當搖錢樹
動物權益組織要求動物園把Arturo遷移到較低溫
地點，不過園方2月拒絕把牠送到加拿大阿西尼博因
動物園國際北極熊保育中心，認為牠年事已高(平均
壽命為30歲)，難以承受舟車勞頓。
「生態學家聯盟」成員佛洛里斯指出，動物園提交的醫療

評估只是單從遠處觀察所得，不能作準。他又提到運送Artu-
ro出國需要動物園提交最少3年的健康紀錄，但園方居然表示沒
有。阿根廷教授阿倫特森去信阿國政府及加拿大駐阿大使館，要求
政府介入，並批評園方只把Arturo當成搖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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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手機「恢復原廠」出售

千張裸照流出
很多人出售舊智能手機時，都以為只需「恢復原廠設定」
(Factory Reset)刪除儲存資料，便無後顧之憂，不過捷克防毒軟
件生產商Avast發現只需用簡單的標準法庭鑑證工具，就能輕易
復原資料，甚至從中找到千張機主自拍裸照。
公司警告Android相關功能其實不會完全消除
資料，要徹底刪除，唯一方法是毀掉手機。

短訊住址身份全曝光
Avast早前調查了20部從拍賣網站eBay購買的

Android手機，研究員利用直接進入儲存位置的工
具，重組記憶體內檔案，從中取得4萬張照片，
包括超過750張是女性裸照、250張男性下
體自拍照。
不僅私密照可能曝光，手機中其他數據也重新出現，
例如Google搜尋紀錄、750個電郵和短訊，以及250
個通訊錄資料。調查亦發現，圖片檔內的
EXIF數據若包括位置，就可讓人找到手
機上一手用家的住址，其中4部機就依然
保留了前用家的身份資料。
Avast表示，部分舊款智能手機只會刪除數據
儲存索引，而非數據本身，用戶需要覆蓋檔案，才可令
人無法復原。

iPhone iPad安全得多
Google回應指，調查針對的手機使用較舊款作
業系統，未能反映現有Android版本的安全保護。蘋果iPhone
和iPad則使用加密儲存方式，恢復原廠設定後，其他人就無法
再讀取資料。 ■英國廣播公司/《衛報》

印擬26億建全球最大雕像捱轟
印度財長傑特利上周公布新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當中包

括撥出2,000萬英鎊(約2.65億港元)，協助建造全球最高的
「統一雕像」，以紀念印度獨立後首位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帕
特爾。然而預算案中的婦女安全、教育、醫療等預算分配
極少，惹來民眾狂批「本末倒置」。
帕特爾故鄉古吉拉特邦早於2010年提議為他立
像，去年11月在時任該邦首席部長、現任總理莫
迪見證下動工。計入中央政府今次出資後，整
體造價料達逾2億英鎊(約26.5億港元)。
雕像高597呎，幾乎是美國自由神像的兩倍，

並將取代中國中原大佛成為全球最大雕像。
■《星期日獨立報》

倫敦一幢屬英
國 2* 級歷史建
築、面積約 3.3
萬平方呎的漢諾
威大宅，近日以
破英國紀錄的1.2
億英鎊(約15.9億
港元)成交，買家
是名不見經傳的
俄羅斯隱形寡頭巨富貢恰連科。聯同
今次，他以離岸公司名義在倫敦先後
買賣4個物業，涉款2.46億英鎊(約32.6
億港元)，引起當地傳媒注意。
律師僅透露貢恰連科在2002年至2013年
出任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子公司的
高層，又指他靠開發地產、公路收費及林業
發跡。 ■《星期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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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威大宅屬英國
2*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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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恰連科與妻貢恰連科與妻
子瑪麗娜子瑪麗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建航天港
遊太空等多4年

英國宣布將建造航天港口，預料於2018年落成，屆時
將可用火箭把人造衛星、太空人帶上太空，甚至可發
射新型太空船，包括維珍銀河仍在研發、預定可載
6名乘客的商用太空船。這將是美國境外首個同類航

天中心項目，同時有望配合英國小型衛星工業發展。
英國小型衛星工業發展蓬勃，但由於衛星必須送往美國或俄

羅斯等國發射，限制了業界發展，打造航天港正可解除此限制。
當局正物色偏遠沿海地區、航空交通疏落及設有長跑道
的地點，其中大多為荒廢機場。科技大臣韋力生本周將在
法恩伯勒航展上確定選址，據報在8個候選地點中，蘇格
蘭擁有地理及技術優勢，因較北有利發射衛星到近地軌道
及極地軌道；康沃爾及南威爾斯則有良好通訊接駁系統。

■《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郵報》/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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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富商16億購倫敦豪宅創紀錄

慶60周年退役紅巴倫敦巡遊

單親媽媽懷特的女兒對彩虹橡筋為之瘋狂，
於是她想出用橡筋織裙的念頭，遂與友人

動手，合共花了45小時織成。

成本僅624元
裙子的成本為47英鎊(約624港元)，二人起初

認為裙子若能以50英鎊(約663港元)售出已是額
外收穫，不過她們明顯低估了Rainbow Loom
的魅力，裙子叫價不斷飆升，拍賣將於後日結
束，看來會以超高價成交。

■英國獨立電視台/英國《都市報》
跳車手玩命躍過林寶迎面衝

以下動作經專人訓練，切勿亂試。瑞典一
名膽識過人的「跳車手」，挑戰跳過一輛時速
達130公里的林寶堅尼Gallardo。片段所見，當
黃色林寶直衝過來，他助跑數步後，即抓住最準
確的一瞬間起跳，完成驚心動魄的挑戰，過程只不
過1秒！ ■英國《都市報》

手術App預習開刀過程
外科手術往往伴隨風險，難免令病人感到擔憂。外科手術
醫生尼邁有見及此，設計出一個應用程式(App)，讓病人和初
級醫生預習手術過程，結果大受歡迎，至今已吸引近18萬名
用戶，其中有4萬名是病人。
這個手術App名為「Touch Surgery」，利用荷里活電腦動
畫繪畫的逼真電腦圖像來顯示手術過程，用戶可在手機或平
板電腦上「施手術」，虛擬切開身體部位。
尼邁表示，設計這個App的原意是幫助初級醫生提升技
術，不過病人也希望了解手術期間發生的細節和風險，便下
載這個App來研究一番，並一試當醫生的滋味。
電影攝影師費爾德斯曼是
其中一名用戶，他在接受
膽囊手術前下載程式了
解詳細過程，稱手術看
來非常簡單，令他感到
放鬆。

■《星期日郵報》

英國肯特郡小猴子穆比出世後被媽媽遺
棄，幸獲保育員傑弗里收養，還把牠介
紹給家中兩隻小狗。穆比在傑弗里悉
心呵護下健康長大，更與兩隻小狗

成為好友，一家樂也融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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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超過 50 年的紅色雙層巴士
「Routemaster」，是上世紀倫敦標誌之
一，雖然它們已退役近10年，但前日就有
130部Routemaster在倫敦街頭巡遊，慶祝
面世60周年。其中編號RM1、1954年出
廠的首批巴士，更吸引大批市民駐足欣
賞。
以「省油輕便」為設計目標的首批64
座Routemaster，於1956年2月投入服
務，重量較當時的56座無軌電車輕3
噸。50多年來，逾2,000輛Route-

master穿梭倫敦大街小巷，見證城市發展，
至2005年，才正式結束在倫敦日常營運，現
時僅服務於兩條「文化遺產」路線。
部分巴士退役後轉到蘇格蘭、德國、

法國等地繼續服務，惟大多亦已
淘汰，部分則成為私人
收藏品，目前全球僅
剩約1,000部，香
港亦有一輛仍在
運作。

■《星期日郵報》

有片睇：youtu.be/ZAmq0sxLEDM ■■跳車一刻認真跳車一刻認真
驚險驚險。。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這個巴士列
陣相信令不少
巴士迷興奮。

網上圖片

現代人追求自由戀
愛，但在墨西哥南
部一條漁村，村
長就甘願為村
民福祉，犧牲
自己的幸福
與 人 身 安
全，與鱷
魚成親！
聖佩德

羅瓦梅盧拉的村長羅雅斯，於市政廳與身穿白
色婚紗的鱷魚新娘共舞，在村民見證下行禮。
原來這是村內習俗，當地相傳鱷魚是公主化
身，只要村長與她結婚便會為漁民在太平洋海
岸帶來豐足的漁獲。

不過為保新郎安全，鱷魚新娘的嘴整天都要
被綁着。 ■英國《都市報》

村長娶鱷魚求漁獲豐收

橡筋裙ebay拍賣

風靡全球萬千少女的彩虹橡筋編織

套裝「Rainbow Loom」，能讓小朋友

發揮創意，織出不同東西，成品一般

是手鏈或髮飾等小玩意，但英國一名

母親和朋友就用超過2萬條橡筋，織

成一條女童連身裙，放上eBay拍賣

獲網民爭相競投，叫價高至17萬英鎊

(約226萬港元)，令二人大吃一驚。

■羅雅斯看着手上的鱷魚新娘微
笑。 網上圖片

■這件用橡筋織成的連身裙，競投價直迫17萬英鎊，絕對不是小兒科。
網上圖片

■只要發揮創意，簡單的橡筋
也能變成時尚。 網上圖片

■■裙子穿上身後裙子穿上身後，，還帶來幾還帶來幾
分時尚感分時尚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程式能展示手術時的情況程式能展示手術時的情況，，雖然噁雖然噁
心心，，但甚具教育價值但甚具教育價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叫價過2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