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屋入伙「送」血屍
俄漢嚇到嘔工人69樓半天吊2小時

全裸大肚凱特 「出巡」

無菌工廠採用垂直種植法，嚴格調控廠內溫度及濕
度，多層層架上放滿不同品種菜苗，每層裝有人

造燈代替日照，又會注射維他命及養分至根部代替泥
土，令蔬菜無機會沾染泥土中的細菌、真菌或昆蟲。
為確保百分百無菌，工作人員更會穿上全身保護衣。在這

環境種植的蔬菜，細菌含量不多過千分之一，遠低於泥土種
植的蔬菜。 ■法新社

紅酒的抗氧化成分含量較維他命E
高10倍，有效防止皺紋形成，加上具
有防癌等功效，「葡萄酒Spa」近年逐
漸在世界各地興起， 以葡萄果肉及種

子塗抹全身，以
作美容。早前英
國記者巴特斯比
更嘗試在家製作
「酒池」，親身
上陣試浸。
「酒池」要
消耗大量紅
酒，價錢不

菲且頗為浪費，巴特斯比
的實驗便使用了48支紅
酒。她指紅酒一經倒出便
散發濃濃酒氣，自己浸下
後亦像倒臥血泊，看來有
點可怕。儘管味道古怪，
她形容過程舒適，更改善血液循環。

科學家：反令皮膚乾涸
不過，科學家表示沒證據證明紅酒浴有助抗衰

老，改善血液循環純屬浸暖水浴帶來的錯覺，更稱
酒精與皮膚直接接觸只會令皮膚乾涸，不鼓勵公眾
仿效。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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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前昨日出現有趣一
幕，全球有紀錄以來最矮成年
男性丹吉，與全球在世最高男
人科森站在一起，慶祝健力士
世界紀錄60周年紀念日。住
在尼泊爾偏遠農村的丹吉只
有21.5吋高，來自土耳其
的31歲科森則高達8呎1
吋。這天活動亦打破一
項世界紀錄，就是最
多打扮成企鵝的人
聚在一起。
■路透社

■■紅酒浴紅酒浴

英國劍橋公爵夫人凱特第
二胎的預產期是明年4月，最
近在倫敦北部伊斯靈頓街
頭，出現一幅凱特全裸懷孕

模樣的塗鴉。據報塗鴉由美國

著名塗鴉藝術家「飛馬」製
作，花一晚時間完成，特點在
於凱特肚皮上畫了一個小小王
冠，象徵腹中的英國第4王位
繼承人。 ■網上圖片

■肚皮上有

小小王冠，

象徵腹中的

英國第4王位

繼承人。

法國48歲男子恩特費早前與求婚策劃公司合
作，準備了一次驚喜求婚。他先向女友阿肯登蓋
訛稱替她安排了一場重要的求職面試，並花數周
時間與她籌備，令她信以為真。直至面試當天，
恩特費突然出現在面試室，向女友求婚，大為感
動的阿肯登蓋立即答應。
與恩特費合作的「求婚者」公司，當天安排演員

扮演面試員，先問阿肯登蓋現職企業的背景，再問
她私人問題，例如對異地戀、「在機上與陌生乘客
攀談」的看法等，恩特費和阿肯登蓋正是在飛機上
結識的。面試中途，面試員暫時離席，着阿肯登蓋
留在房內觀看一段簡報，但畫面顯示的卻是她與恩
特費的照片，她立時雙手掩面，笑出淚來，此時恩
特費捧着花束及戒指進來求婚。阿肯登蓋事後表
示，面試期間已覺得有可疑，但見面試員神情認
真，令她被騙。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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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普普藝術大師安迪華荷兩幅名畫前日
拍賣，其中《貓王三重影》以高達8,190萬
美元(約6.4億港元)成交，《馬龍四重影》
亦以6,960萬美元(約5.4億港元)售出。
兩幅畫作分別是以「貓王」皮禮士利及

馬龍白蘭度兩位當時得令影星為題材。安
迪華荷曾以貓王為題繪製22幅畫，價值極
高，如兩年前《雙重貓王》便以3,700萬美
元(約2.9億港元)成交。以馬龍白蘭度為題作
品較少，全球僅得一幅另一版本的《四重馬
龍》，現存於丹麥哥本哈根當代藝術館。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恩特費(右)和女
友阿肯登蓋

▲感動落淚

■《貓王三重影》

日本家電品牌東芝業務範圍擴展至

種生菜！不過並非在一般菜田種植，

而是在橫須賀一間廢置工廠開闢「無菌

菜田」，毋須泥土、陽光及殺蟲劑，出

產的菜品質比傳統的高得多，保質期也長

很多。東芝預計每年可出產300萬包蔬菜，

每包售價為1英鎊(約12.2港元)。

■■每層架裝有人造燈代替日照
每層架裝有人造燈代替日照，，又會注射維他命及養分至根部

又會注射維他命及養分至根部

代替泥土代替泥土，，令蔬菜無機會沾染泥土中的細菌
令蔬菜無機會沾染泥土中的細菌、、昆蟲等昆蟲等。。法新社法新社

■■無陽光泥土無陽光泥土

紅酒Spa抗皺 48支炮製「血池」

■《馬龍四重影》

■最多「企鵝人」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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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薩馬和洛佩斯當日中午在大樓南側玻璃外牆工作，吊
船突然故障，令鋼纜斷裂，吊船傾側幾乎呈垂直狀，

橫越68樓至69樓。當時風速不大，吊船僅輕微搖晃。
消防部門接報後派出約100名消防員到場，部分人從頂樓

拋下繩索予2人固定位置，以及送出無線電通訊裝置。消
防員商討營救方案後，決定在68樓室內用玻璃刀割開雙
層玻璃救人。紐約市長白思豪讚揚救援行動協調工作極佳。
救援人員指2名工人沒有受傷，僅出現輕微低溫症。

當局正調查事發原因，大樓業主已暫停一切清洗玻璃工
程，又表示2名工人經驗豐富，並有足夠安全裝備及訓
練。有途人被這驚險一幕嚇呆，一名目擊者在社交網站留
言稱事故「非常恐怖」。

供應商吊船08年意外1死
世貿中心一號大樓在「911」恐襲中倒塌的世貿中心原址興

建，樓高541米，共有104層，是美國以至西半球最高的建築
物，於上周一啟用。今次出事吊船的供應商曾有前科，去年6
月一部吊船離地150米傾側，同樣導致2名工人被困；2008

年一部剛於一年前維修的吊船發生意外，造成一
人死亡。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世貿吊船斷纜世貿吊船斷纜

美國紐約

世貿中心一號大樓剛

啟用不久便上演驚險一幕，2名工

人前日清洗玻璃外牆期間，吊船其中一邊的鋼

纜突然斷裂，船身嚴重傾側，2人在高空被困近2小時，消

防員最終從室內割開玻璃救出2人。

中國赴美研究生
人數10年來首降
美國研究生院委員會前日發表報告，顯示今年美國
大學研究院的中國留學生人數10年來首次下滑，按年
減少1%。相反，來自印度及巴西的留學生人數卻大
幅上升，升幅分別達40%及91%。
由於中國留學生佔在美國際留學生總數的33%，
故1%跌幅已是很大數目。中國教育專家表示，中
國留學生人數下滑可能反映中國反腐運動的影
響。除了中國，韓國留學生今年也減少了7%。
招聘專家表示，中國的就業趨勢也發生變

化，海外留學生愈來愈難找到工作，無法償
還海外留學的巨大投資。教育專家也指，近
年中國一直大舉投資，改善國內研究院建
設，吸引更多學生留在國內。
然而位於北京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
院長熊丙奇表示，中國留學生數量下滑
是全球研究院招生政策趨勢的結果，
「在美國大學的中國研究生數量減少
的主因，是申請門檻提高，以及澳洲
和歐洲等其他國家提供的機會增
多」。他表示：「獎學金一直是研
究生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美國院校
正削減獎學金。如果其他國家的
學校提供高額獎學金，這將影響
那些有意赴美留學的學生。」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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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前日發布緊急
安全更新，修補一
個在視窗作業系統
中存在了足足19
年而從未被發現
的漏洞。據報
這個漏洞早於
1995 年的視
窗95中已出
現，能夠讓
黑客經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入侵繼而控
制電腦。不過微軟已經停止支援視窗

XP，故仍使用
該系統的用戶將
不獲更新。
這 項 編 號

「MS 14-064」
更新前日連同其
餘 31 項例行更
新發布，適用於
視窗7、8及Vis-

ta
等較新版本系
統，設置自動更新的用
家，系統會於日內自動下載並安
裝。
發現漏洞的國際商業機器(IBM)X-Force

安全團隊指出，這個漏洞既複雜又罕見，
它存在於IE所依賴的程式碼，但又不屬於
IE，「像獨角獸般稀有」。黑客可利用漏

洞，誘使
IE 用家進入陷阱網
頁，繼而取得電腦的控制
權。■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匿冰箱玩耍 4南非童窒息亡
南非姆普馬蘭加省周二發生一宗慘劇，3名男童和1名女童懷

疑在玩耍期間躲入一個棄置的冰箱，大門關上後無法打開，導
致4人反鎖在內窒息致死。
警方稱，4名兒童介乎2歲和7歲，他們最後一次被看見是當天

下午在戶外玩耍，「有人在下午1時30分見過他們，不過在下午5
時30分，人們發現了兒童的屍體」。
警方分析稱，兒童在街上發現一個棄置冰箱，然後躲進去玩耍，但

冰箱門關上了。據悉，4名兒童並非兄弟姐妹，都是鄰里的小孩。警
察已展開調查及驗屍，以進一步確定他們的死因。 ■綜合報道

俄羅斯南部一名男子早前透過互聯網買
下一個住宅單位，沒想到他從上手租客手
中接過門鑰的翌日，便在單位內發現對方
伏屍浴室，嚇得他魂飛魄散。
45歲的葉爾莫拉耶夫早前在網上購入新庫

茲涅茨克一個單位，由於實在太便宜，所以他
沒有親身睇樓便買下。入伙當天，他發現大門
有被破壞痕跡，更在浴室看見上手住客扎哈羅夫
倒臥血泊中，大嚇一跳。葉爾莫拉耶夫稱，屍體
被虐打得血肉模糊，當時猶如置身恐怖片現場，非
常害怕，他報警後便走到廚房嘔吐。
據報扎哈羅夫因為長期

欠租被業主收回單位再轉
售。警方調查後指扎哈羅夫
是毒販，懷疑遭仇家殺害。
葉爾莫拉耶夫表示已不願住在
凶宅，將在調查完結後盡快安
排轉售。 ■《每日郵報》

冷血子弒父 肢解入箱砌電視櫃
英國28歲男子魯濱遜去年5月因錢銀爭執，一怒之下

殺死父親，並冷血地肢解屍體，將殘肢裝入膠
箱堆成電視櫃。案件前日開審，檢

察官控告他謀殺，他否
認控罪，僅承

認誤殺，辯稱行兇時精神狀態異常。
檢察官利克利引述魯濱遜樓下鄰居的

供詞，指案發前曾聽見死者斯皮勒向兒
子咆哮「你是否要我一生都養你」，當
日更發現浴室天花板滴下「粉紅色液
體」。利克利指這是因為魯濱遜肢解父
親後，用蒸氣清潔工具清理現場，導致樓下滲水。

現場照片顯示，裝有斯皮勒殘肢的膠箱齊
整地堆在單位內，部分用作電視
櫃，斯皮勒的頭顱則被放在睡房
的櫥櫃內。魯濱遜殺死父親後，
用後者手機發短訊，製造父親仍
健在的假象。斯皮勒的女友一個月
後發現事有蹊蹺報警，揭發血案。

■《每日電訊報》

■微軟創辦人蓋茨1995年
推出視窗95。 網上圖片

■■死者斯皮勒死者斯皮勒

■前租客陳屍浴室

■被困工人穿越玻
璃窗脫險。美聯社

■■傾側的吊船傾側的吊船
幾乎呈垂直幾乎呈垂直
狀狀，，驚險萬驚險萬
分分。。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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