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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伊朗昨日繼續在阿曼就伊朗
核問題進行會談，務求在本月24日
限期前達成全面協議。據伊朗政府
一名顧問透露，美伊雙方曾秘密
討論，只要兩國達成協議及華
府撤銷對伊經濟制裁，美國
將在德黑蘭設立貿易辦事

處，意味雙方恢復中斷35年的外交關係。
伊朗政府顧問稱，美伊或於本周在阿塞拜疆首都巴

庫進行更多會談，伊朗派出全球貿易部門主管率領代
表團與會。該名顧問表示，有關談判與核談判同步進
行多時，已進展至討論較深層次的協議，除開設貿易
辦事處外，設立純學術交流的文化辦事處亦是另一選
擇。

奧巴馬指核談判難達協議
美國國務院否認有關消息，表示美國政府沒參與類

似的貿易談判，也沒考慮在伊朗開設貿易辦事處。總
統奧巴馬則對達成伊朗核問題協議不感樂觀，表示雙
方仍有重大分歧，會談難以取得實質成果。
另外，經過數月談判後，伊朗原子能機構定於今日

前往俄羅斯簽署協議，由俄方協助在伊朗南部海岸興
建兩座核電廠。 ■美聯社/法新社/《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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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知名律師納波
利爆出桃色醜聞，被指
與律師行內年輕女律
師丹尼斯有染。他的
妻子瑪麗去年發現
後，涉嫌不斷發電
郵恐嚇「小三」，更
偷走及殺死對方的寵物貓。
丹尼斯忍無可忍，向最高法
院控告瑪麗誹謗，索償900
萬美元(約6,979萬港元)。
瑪麗去年發現46歲的丈夫

納波利與32歲的丹尼斯有染
後，發訊息把醜聞告知丹尼
斯的丈夫，導致對方離婚收
場。丹尼斯其後被解僱，但
瑪麗未肯收手，向丹尼斯新
僱主的妻子告發事件，警告
「如果我是你，就不會讓她
接近我丈夫」。丹尼斯最終

於今年較早時入稟控告瑪麗誹謗。
納波利夫婦因這宗桃色醜聞一度分

開，但近日兩人在facebook上載於墨
西哥坎昆度假時的親吻照，顯示已經
復合。納波利今年5月確診患上白血
病，目前正休假，但律師行合夥人伯
爾尼最近卻披露，納波利的財務處理
不當及欠債纍纍，公司內部爆發權力
鬥爭，令這間曾為「911」苦主成功索
償的律師行聲譽大受打擊。

■《每日郵報》/《紐約郵報》/
《每日電訊報》

美名律師「偷食」女同事 妻殺小三家貓報復

即時通訊軟件令人與人的溝通更
方便，但亦令人更容易出軌。意
大利婚姻法律師協會主席加桑
尼指出，當地4成離婚個案，
提出一方都是利用WhatsApp
訊息作為伴侶通姦的證據。
隨着社交網站日漸普

及，偷情愈來愈方便。加桑尼
指，有人利用WhatsApp同時與
4人交往。他歸咎社交媒體破壞
家庭，WhatsApp更是損害社會
基石的最後一根稻草，慨嘆現時
很多伴侶聽到另一半的訊息提示
聲都會起疑。 ■《泰晤士報》

WhatsApp方便偷食 成意國離婚證據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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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鸚鵡」上周

五吹襲阿拉斯加州阿
留申群島後轉弱，南下吹

向美加，把北極嚴寒的高速氣
流引領南下，形成帶來狂風暴雪的

「炸彈氣旋」(bomb cyclone)，侵襲美國
48個州，部分地區錄得破紀錄低溫，預料出
現今年首場降雪，降雪量或達25厘米以上。
氣象局預計，北部低溫天氣將持續至下周。
美國北部州份開始下雪及降溫，蒙大拿州、

北達科他州及南達科他州部分地區前日
發出冬季風暴警告。昨日早上蒙大拿州平原
地區出現10至12厘米降雪，山區達25厘米。
氣象局預測，懷俄明州、明
尼蘇達州及艾奧瓦州部分
地區今日氣溫跌至冰點
以下。
明尼蘇達州最大城市

明尼阿波利斯出現30厘
米厚積雪，密蘇里州第二大
城市堪薩斯城昨晚錄得攝氏
零下6度。
■《每日郵報》/美國廣播

公司/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炸彈氣旋炸彈氣旋」」襲美襲美
多州急降溫多州急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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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航空」

(Jazz)客機上周

四從卡爾加里起飛

時輪胎爆裂，緊急降

落時右邊起落架折斷，

機身右傾着地滑行產生火

花，導致其中一塊螺旋槳葉片飛脫，從窗口位插入機身，擊

中坐在該位置的電台女主持庫里洛頭部，幸她大難不死。

■■律師納波利律師納波利 ■■小三丹尼斯小三丹尼斯 ■■正印瑪麗正印瑪麗

■重裝備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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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機爆胎急降時右邊起落架折斷，機身着
地，導致一塊螺旋槳葉片飛脫，從窗口位插
入機身。 電視圖片

■■庫里洛頭部被螺旋槳擊
庫里洛頭部被螺旋槳擊

中中，，幸大難不死幸大難不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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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的8481號航機原定從卡爾加里飛往大
草原城，機上載有71名乘客及4名機組

人員。由於起飛時突然爆胎，機師決定在中途
急降埃德蒙頓機場，並安排乘客轉機。

「生還實在幸運」另3人輕傷
庫里洛頭部被螺旋槳葉片撞至瘀傷，並遭玻

璃碎片割傷，她指自己「能生還實在幸運」。

有乘客稱當時嗅到燃油燒着的
氣味，乘客一片恐慌。事故中，
除了庫里洛，還有3名乘客受輕
傷，他們全部送院治療，事件起因未
明。在卡爾加里機場跑道找到懷疑刺穿
輪胎的碎片，跑道一度暫停運作50分鐘進
行清理。
肇事的同型號龐巴迪Q400雙引擎渦輪螺

旋槳客機，2007年3月至2008年8月間
在全球共發生過6宗意外。

■《每日郵報》/《環球郵報》/
環球新聞網/

加拿大CTV電視台

■螺旋槳插窗

32歲的吉西在法國南部的賽道，騎着火箭單車與一
輛紅色法拉利較量。一開車單車
尾便噴出一團白煙，極速拋離法
拉利衝線。特製單車的3個火箭引
擎，依靠90%高濃度過氧化氫推動，
還要配合為高速疾馳而設的輪胎，每
個輪胎均經過嚴格測試，可在負重100
公斤下以時速300公里行駛一小時。
吉西騎火箭單車經驗豐富，去年5月

以時速262公里打破世界紀錄，同年10
月再以時速285公里刷新紀錄。他認為可
做到兩秒內將時速從靜止加速至時速400
公里，但需要資金設計更強的輪胎。

■《每日郵報》/
今日俄羅斯

日本岩手縣盛岡市的中央市場上周六舉辦拍賣
會，其中一箱28個「太陽富士」蘋果，以100萬
日圓(約6.8萬港元)高價成交，平均每個價值3.6萬
日圓(約2,444港元)。這箱蘋果會先安排在名古屋
市的百貨公司展示，之後才會送到買家手上。
岩手縣奧州市江刺區今年產季未受到颱風和熱

浪等天災影響，天氣條件良好，因此產出近年來
品質最優的一批「太陽富士」。一般蘋果平均甜
度為13度，但這批高級「太陽富士」果肉甜度達
15度以上。 ■日本新聞網

不少婦女都會受橙皮紋
困擾，身為兩子之母的
貝芭特別設計出一條修
身褲，上面鑲有1,200
顆木珠粒，用以收緊肌
肉。只要每天做運動
時穿上30至60分鐘，
木珠粒就會在肌肉運動
收縮時產生壓力，分解
臀部及腿間脂肪，透過按
摩撫平橙皮紋。
貝芭還設立公司專售修

身褲，每條售價46英鎊(約
567港元)。坊間流傳不同方法
可擊退橙皮紋，例如空氣按
摩、熱療和超聲波，但未有醫學
根據。 ■綜合報道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近年多次以跳傘慶祝生日，
紐約老婦坎寧安也不遑多讓，她上周六跳傘慶
祝100歲大壽，家人齊集跳傘場地為她打氣，

並用手機錄下這極具紀念性的時刻。
其實坎寧安90歲才首次跳傘，95歲

時亦以此方式慶祝生日。
■美聯社

百歲婆婆跳傘慶生百歲婆婆跳傘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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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2444元「太陽富士」蘋果

■■這批蘋果色澤紅潤
這批蘋果色澤紅潤，，切開切開

看來亦很鮮甜
看來亦很鮮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天幕吸光反侷促紐約最大地鐵站
坐落於紐約曼哈頓下城區世貿

中心原址附近的富爾頓中心前日開
幕，成為全市最大地鐵樞紐，是
新世貿中心與市內其他地區的重
要連繫點。該處是9條地鐵路線
的交匯站，每日乘客人次料達
30萬，中心並有佔地近6.6萬
平方呎的零售及寫字樓空
間。站內設有電子屏幕牆

身，設計充滿現代感。最特別是頂
部裝有直徑53呎的圓穹形天幕，引
入自然光，打破一般地鐵站的侷促
封閉感覺。
富爾頓中心耗資14億美元(約109

億港元)建成，昨日早上正式開放予
公眾使用，不過尚有部分工程未完
成，預計下月才峻工。 ■美聯社/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

■地鐵站自然採光，非常開揚。
美聯社

神奇修身褲 靠木珠擊退橙皮紋 腳踏繩索 橫越大瀑布
26 歲

德國青
年 歐 米
勒 和 34
歲奧地利
男子克萊恩經
過兩年專業
訓練後，近
日成功挑
戰位於非
洲贊比亞
與津巴布

韋邊境的維多利亞瀑布，在108米高的峽谷上走過繩索，橫越
這條全球水流量最多的瀑布。
兩人是歷來首次以走索道方式橫越該瀑布的挑戰者。克萊恩
形容途中「有很多水花濺到面上，雖然很壯觀，但需要非常集
中」。 ■《每日電訊報》/今日俄羅斯

■克萊恩(上左)及歐米勒(上右)最終挑戰成功。
網上圖片

單車竟快
過跑車？法
國單車手吉
西上周五騎
着由火箭引
擎推動的特
製單車，
與法拉利

F430跑車比賽，結果其
單車只需4.8秒便由靜
止加速至時速 333 公
里，刷新他本人創下的
世界紀錄，短短7秒內
便衝過400米外的終點
線，連法拉利都要「食
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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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噴出一團白煙後，即火速前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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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睇：youtu.be/WREyAicJX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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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