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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右翼圖借慰安婦誤報事件
篡改教科書

日本《朝日新聞》上月承認，在逾30年前有
關日軍強徵慰安婦的報道中，錯誤引述一名已
故證人的證供，宣布撤回報道。事件掀起右翼
團體否定慰安婦和「河野談話」的新一輪攻
勢，其中「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更要求慰安
婦的內容從教科書中刪除，但遭文部省拒絕，
稱兩件事無關連，強調政府承認慰安婦的存
在。

《朝日新聞》在1982年報道慰安婦相關新聞
時，引述韓國濟州島居民吉田清治關於日軍在
當地強擄婦女的證詞。然而報章上月發表調查
報告，稱今年曾派人前往濟州查證，未能確認
供詞真實性，宣布撤回該報道。

日美擬加快制定《防衛合作指針》
另外，日本新聞網昨日報道，日本政府將加

快與美國政府就制定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
針》進行協商，尋求在今年內達成正式協議，
以強化日美軍事同盟。 ■新華社/日本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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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羅
斯 大 型
企業Siste-
ma 主席葉
夫圖申科夫
涉嫌在一宗
石油交易中洗
黑錢及挪用公
款，前晚遭當局
拘捕及軟禁家中。
這是繼2003年俄首
富霍多爾科夫斯基
後，再有俄富商被
捕。消息震驚俄政商
界，Sistema股價昨日一
度暴瀉38%，市值蒸發逾
1,000 億盧布(約 202 億港
元)，分析師認為，今次事件
將進一步打擊遭受西方制裁
的俄國經濟。

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昨日
宣布葉夫圖申科夫被捕消息，他
將被軟禁於其莫斯科市郊大宅直
至11月中，其間不准使用互聯網。
當局正集中調查 Sistema 收購油企
Bashneft的交易，有傳由總統普京親
信謝欽掌控的俄國最大油企Rosneft，
亦有意收購Bashneft。

根據俄《福布斯》雜誌統計，葉夫圖
申科夫坐擁90億美元(約698億港元)資產，

在俄富豪榜排第 15
位。他與克里姆林宮關
係一直友好，有輿論認
為，其被捕標誌着俄當
局向商界發出訊息，即
使是親克宮的商界大
亨，亦不能獲豁免刑
責。 ■美聯社/路透社

/法新社■■葉夫圖申科夫葉夫圖申科夫

短片 名 為
《戰爭之

焰》(Flames of War)，內含武裝
分子準備處決人質、炸毀坦
克、美軍傷兵等畫面。尾段更
見到懷疑是從移動中的車輛拍
攝白宮的畫面，並以「戰鬥現
在才開始」字句作結尾，暗示
武裝分子可能計劃向白宮施
襲。

美軍頭不排除派地面部隊
ISIL在網上聊天室形容，時

代廣場是紐約市最重要和著名
的旅遊景點，得州也是目標之
一，但未有解釋原因，其他襲
擊目標還包括美歐的火車隧
道。ISIL又發表文章，詳細教
導如何利用廚房日常用品製造

壓力煲炸彈。
自美國總統奧巴馬上月初授

權美軍空襲伊拉克以來，截至
前日已發動167次空襲，不過
打擊效果成疑。美軍參謀長聯
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前日出席參
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提
到目前已有逾 1,000 名美軍在
伊，主要擔當軍事顧問，不會
直接參與戰鬥，但若空襲無法
摧毀ISIL，將向奧巴馬建議派
遣地面部隊與伊軍聯手作戰。
白宮澄清其言論只是假設性情
況，強調美軍不會在伊拉克或
敘利亞參與地面作戰。

聽證會先後五次被反戰示威
者打斷，有示威者走到鄧普西
和防長哈格爾身後，舉牌高喊
「美國不要戰爭」、「戰爭不
是解決方案」等口號，被警方
帶離場。■美聯社/法新社/路透
社/《紐約每日新聞》/《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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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組織「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L)利用社交媒體作宣傳渠道，吸

引全球各地不少支持者投效。ISIL近日更

透過網上聊天室徵召「獨狼」恐怖分子，

到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等人群聚集的地方發

動恐襲。ISIL前日再發布短片，威脅將襲

擊美軍和白宮。分析認為，ISIL發布影片

是要回應同日較早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

議主席鄧普西稱不排除派地面部隊赴伊拉

克的言論。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日向波音公司及太空探索
科技公司(SpaceX)，分別批出價值42億美元(約326
億港元)及26億美元(約202億港元)的「太空的士」
合約，預期2017年開始接載美國太空人來往國際
太空站。波音及SpaceX將分別使用「太空人運
載系統」(CST-100)和「龍」太空船運送太空
人及物資，最多各執行6次飛行任務。

擺脫對俄依賴
這將是美國自2011年穿梭機退役以

來，再次重啟載人航天飛
行，並擺脫目

前完全依賴俄羅斯太空船運送美國太空人的局面。
現時俄「聯盟」號太空船每接載一名美國太空
人，美國要向俄方支付7,000萬美元(約5.4
億港元)，成本高昂。近期烏克蘭局勢令
美俄關係惡化，為雙方合作蒙上陰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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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在短片

在短片《《戰爭之焰
戰爭之焰》》

展示美軍受傷和白宮的畫面

展示美軍受傷和白宮的畫面。。

擲回垃圾鐵騎女懲戒缺德司機

大膽父母 放放BB女爬懸崖邊女爬懸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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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大廚IBM超級電腦

一些無公德心的司機會把垃圾拋出車外，俄羅斯莫斯
科一名女子化身「清潔巡警」，騎着電單車在街上巡邏，
遇有司機亂拋垃圾，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撿回垃
圾朝他們臉上扔。
該名女子拍下「執勤」過程，一名駕駛者把煙頭拋出車

窗，她便拿起垃圾桶上的煙灰缸砸向車內；另一駕駛者亂
丟玻璃瓶，她拾起後追上去，用膠紙把瓶子綑在垃圾蟲的汽

車倒後鏡上；還有一名男司機隨手丟棄快餐紙袋，她撿起後打
開向他狂倒，令對方再嚐自己未飲完的奶昔。 ■英國《都市報》 有片睇：youtu.be/Xbs6eMxa5ds

科技企業陸續進軍智能家居市場，國際商業機器
(IBM)別樹一格，將其超級電腦「沃森」化身「沃森
大廚」，分析食材的化學成分及運算不同配搭組
合，推出味道與營養並重的創意食譜。

沃森背後共有90台伺服器及IBM深度分析軟
件，採用2,880個處理器，每秒可處理500GB數
據，相當於1秒閱讀100萬本書。

IBM人員發揮「沃森」模擬人類感覺及認知
的功能，讓它讀取現存食譜及分析食材的化

學成分，發展一套味道運算法則，以科學角度找出食材
的最佳拍檔，有些組合令人意想不到，例如「芝士九層
塔薄荷蘆筍批」。

「沃森」與美國飲食雜誌《Bon
Appetit》合作，推出食譜應用程式
(app)，用家只需輸入食材，「沃
森」便會建議約100種食譜。
■ Auto World

News網站

旅遊時通常會拍
照留念，但有行山
人士在挪威南部著
名 景 點 「 聖 壇
岩」，目睹一對父
母任由女嬰在逾600
米 高 的 懸 崖 邊 爬
行，並替她拍照，
不顧女嬰可能跌至
粉身碎骨的危險。

西雷沃格上周六與女兒行山，休息時突然看見一名母
親把數月大的女嬰放在「聖壇岩」邊緣，然後走開，
讓丈夫替女兒拍照。不少網民狠批該對父母只顧拍
照，罔顧女兒安危，但有人指女嬰爬行速度很慢，可
被輕易捉住。 ■《每日郵報》

國際旅遊攝影學會早前舉辦「踏上旅途」主
題攝影比賽，來自英國諾丁漢郡的厄普頓趁破
曉時分拍下美國緬因州一座燈塔，整個畫面色

彩鮮艷，引人入勝。他的另一幅作品則捕
捉的士駛經紐約布魯克林大橋一刻，黃色

車身在黑白背景襯托下特別搶
眼。 ■網上圖片

崖上的燈塔崖上的燈塔

■BB在懸崖邊爬行。 網上圖片

芭比講粗口嚇怕家長嚇怕家長
不少女孩都希望擁有芭比公仔，但芭比竟會講粗口！英

國 北威爾斯婦人埃文斯的7歲女兒，一直想要會說話的
芭比，她的外祖父於是購買一個送給她，怎
料這款來自芭比動畫《夢之屋》的公仔竟
會講粗口，嚇得埃文斯即時收起，怕女
兒有樣學樣。

該款芭比可說出15句短句，包括
「去髮廊」及「我愛打扮」等。埃

文斯的朋友拿起該芭比公仔，按鍵
時竟聽到「What the fxxx?」埃文
斯立即向零售店退貨，但店員以
她沒有收據而拒絕。埃文斯批評
生產商Mattel不負責任，Mattel

表示正調查此事。
■英國《太陽報》

■■芭比講粗口芭比講粗口，，嚇嚇
壞人壞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片睇：
youtu.be/PH_Z8Ghuq6E

地鐵以快捷見稱，但英

國30歲欖球員赫普頓斯托爾竟與

倫敦地鐵列車鬥快，試圖在下車後跑到

下個車站，測試能否重新登上同一班車。結

果他僅花80秒便完成挑戰，令人嘖嘖稱奇。

當列車抵達市長官邸站打開車門，赫普頓斯托爾隨即
下車並拔足狂奔。他在額頭戴上GoPro鏡頭錄下過

程，只見他從車門打開一刻起狂奔，走出地面後全速跑向
380米外的坎農街站。他拿出智能卡過閘，並飛快跑到月
台，更因速度太快，在下樓梯期間撞到牆壁。

赫普頓斯托爾狂奔的同時，友人卡羅爾在列車上
向乘客解釋是次挑戰。乘客非常好奇赫普頓斯托爾
能否成功，當列車到達坎農街站時紛紛望向車
站月台，看見赫普頓斯托爾在車門快關上

前成功跑回車廂，不禁歡呼拍
掌。 ■《每日郵報》

跑男贏地鐵
8080秒衝到下一站秒衝到下一站

下一個地鐵站下一個地鐵站

衝入列車衝入列車

完成壯舉完成壯舉

跳過閘機跳過閘機 跑過大街跑過大街

奪門而出奪門而出

■■煙灰缸砸回車內煙灰缸砸回車內

■■「「沃森沃森」」會找出會找出
食材的最佳拍檔食材的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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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示
威者在國威者在國
會聽證會上會聽證會上
舉牌反對美國再舉牌反對美國再
派兵伊拉克派兵伊拉克。。前為作證中前為作證中
的防長哈格爾的防長哈格爾。。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