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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再有新丁警員懷疑誤
判出事，克利夫蘭有警員懷
疑誤將一名12歲男童手上的
仿真BB槍誤當真槍，向男
童連開兩槍，至少1槍打中
腹部，男童緊急送院接受手
術，傷勢嚴重。報道指，居
民最初報案時，曾表示該槍
「很可能是假的」。

接報「很可能是假的」
事發於克利夫蘭一個公
園，前日下午 3 時半左
右，警方接報稱公園內

「有人拿着手槍」，又指「雖然很可能
是假的，但他正嚇怕所有人」。一名有10至15年
經驗的警員和一名新丁警員數分鐘後抵達現場，發

現「槍手」是一名小童，當時對方正拿起放在桌上的槍，並放
到自己的腰間。新丁警員於是下車，命令小童舉高雙手，但小
童將手伸向腰間，疑似想拔槍，新丁警員隨即向他連開兩槍。
警方發言人表示，警員的行動是以假設小童手持真槍為基礎，

又稱涉案BB槍外型非常像真的自動手槍，用以辨別玩具槍的橙色安全標示被
移除，形容事件是「悲劇」。兩名警員已暫時停職，警方成立調查小組，判
斷這次開槍是否合理。
據悉中槍男童一家住在公園對面，男童母親稱事後有兩名男子上門告訴她

兒子中槍，始知悉事件。
連同本案在內，克利夫蘭24小時內發生了3宗槍擊案，前日早上有車輛撞
毀欄杆，警方發現車上有兩名男子死於槍傷，周五晚則有5人遭行刑式槍殺，
死者包括一名孕婦，暫未有人被捕。 ■《星期日郵報》/《紐約時報》/霍士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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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今年8月白人警員槍殺黑人
青年案，大陪審團仍未決定是否起訴開槍警員威爾
遜。消息透露，12名陪審員仍未達成共識，本周會
繼續開會商討。弗格森連日都有示威，其所屬的聖路
易斯縣警方加緊布防，包括在警局和陪審團開會的法
院外設置路障，慎防再次爆發騷亂。

聖路易斯縣警方自前晚起安排警員12小時輪更執
勤，並在部分道路實施交通管制。縣內商店均用木板
等加固門窗，有學校更宣布提前放感恩節假期。弗格
森鎮大批示威者連日與警方衝突，截至上周五晚，警
方已連續3晚作出拘捕行動。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

警員殺黑人青年案 商店木板釘門窗防騷亂

近年氣槍和BB槍等假槍的仿真度愈來愈高，引起不少「假槍當真槍」的悲
劇。目前美國有多達26個州，包括今次誤傷事件的俄亥俄州，並無任何法例
規管仿真槍銷售或使用，專家警告若再不重視問題，悲劇只會不斷重演。
俄亥俄州已非首次出現同類悲劇，今年8月22歲黑人青年克勞福德在沃爾
瑪購物時，拿起貨架上早已被拆掉包裝盒、仿製自動步槍的BB槍，然後若無
其事繼續購物，驚動其他顧客報警。警員到場後要求克勞福德放下武器，但
他懷疑因為正在用手機未有察覺，結果遭警員開槍擊中，送院後不治。
俄亥俄州哥倫布州立社區學院警校課程教官邁爾斯稱，警員若無法即時分

辨槍械真偽，便應假設是真槍來行動，不能冒險。
其他州份則對仿真槍有程度不一的規管，如加州上月通過法案，規定從明

年起，所有氣槍和BB槍必須塗上鮮艷顏色，方便辨認。 ■《代頓每日新聞》

無法分辨即當真槍 悲劇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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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在案發公園內
調查。 網上圖片

■該警員將仿真BB槍
誤當真槍。 網上圖片

聯國難民署大馬分署

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資深亞洲特
派員趙矞假扮成神父，潛入大

馬首都吉隆坡的扣留中心，訪問多名
難民。受訪者稱他們經常遭警察騷擾剝
削，被禁止工作或讓子女上學，有人更遭
毆打。當局提供的居住環境亦非常惡劣，難民
每天幾乎24小時被關在扣留中心內的小房間，每周只
准外出一次。

收賄款 允三千人插隊
目前大馬估計有15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當中約
93%來自緬甸。人權組織指，大馬並非聯合國難民地位
公約簽署國，難民往往受到有關當局刻薄對待甚至虐

待。
趙矞又揭發大馬UN-

HCR收取賄款，允許多
達3,000名庇護申請人插
隊，加快面試輪候和取得
難民身份的時間。一名聯合
國翻譯員坦言，有關款項最終
落入大馬分署高層的口袋中，

「我們是盜賊，並照顧我們之上的盜
賊」。

報道指，大馬UNHCR每日接獲超過1,000名難民求
助，人手嚴重短缺。負責人稱注意到有關指控，強調組
織對貪污持「零容忍政策」。聯合國發言人表示，
UNHCR知悉事件，已根據準則認真處理。
■《衛報》/《馬來郵報》/
《曼谷郵報》

半島電視台特輯節目《101東方》近日播出最

新專題報道「大馬被遺棄的一群」(Malaysia's

Unwanted)，揭露馬來西亞難民扣留中心環境惡

劣，難民被綁上鐵鏈和帶上手銬，慘遭

虐打及捱餓。節目又揭發聯合國難

民署(UNHCR)大馬分署收受賄

款，以高達 1,000 美元 (約

7,758港元)「出售」難民證，

有職員更自認「我們是賊」。

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未從政前創作
的一幅水彩畫，前日在德國紐倫堡的
拍賣會上以13萬歐元(約125萬港元)成
交，買家是來自中東的私人收藏家。
這幅名為《慕尼黑民事登記處和老
市政廳》的水彩畫，創作於1914年。
希特勒年輕時夢想成為藝術家，並於
1905年至1920年間創作約2,000幅畫

作，但他多次申請入讀奧地利維也納
美術學院均被拒。
賣家是一對70多歲的德國姐妹，

她們的祖父於1916年買下這幅畫，
當時希特勒僅20多歲。拍賣行表
示，畫作附有日期為1916年9月25
日的出售單據，在希特勒作品中相
當罕見。 ■路透社

希特勒水彩畫125萬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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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署以約7,758港元
「出售」難民證。 網上圖片

綁鐵鏈手銬 虐打庇護者

■難民每天幾乎24小時被關
在扣留中心內。 網上圖片

■1914年創作的水彩畫。路透社

販賣難民證

紐約榜首港被out
社交網站facebook為全球不同城市設

立專頁，旅遊公司Fastbooking.com最近
根據各專頁的「讚好」(likes)次數，統計
出全球50大最受歡迎城市。紐約、巴黎
及倫敦分列頭3位，「讚好」次數分別為
1,536萬、914萬和855萬，首爾和雅加達則
是亞洲最受歡迎，令人意外的是羅馬及米蘭排
名均低過伊朗首都德黑蘭。香港50位不入，截至

昨日有67.7萬個「讚」，比第50位的柏林少1
萬。
這類專頁刊登了用戶分享的旅遊相片、影片和

心得、新聞故事和熱門貼文等，可反映該城市有
多受網民歡迎。頭10名城市還包括洛杉磯、聖保
羅、拉斯維加斯等。亞洲3大最受歡迎城市依次
是首爾(11位)、雅加達(12位)和孟買(16位)。

■《星期日郵報》

fb最多likes

院外設置路障院外設置路障 慎防再次爆發騷亂慎防再次爆發騷亂 ■《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院外設置路障院外設置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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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成功
9萬呎太空邊緣「求婚」

英國26歲「世界Parkour(飛躍道)冠軍」謝
里夫為做善事，毅然脫下衣服，游走倫敦街

頭、屋頂、大橋等地，拍攝了一輯
Parkour藝術照。8張照片售價介乎100

至600英鎊(約1,215至7,288港元)，
收益將撥歸英國廚神Jamie Oliver

的食物基金會。■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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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中的歡樂
阿富汗深陷戰亂長達30年，在布防嚴密的首都喀布
爾，上月起出現一座兒童主題樂園，恍如沙漠中一片綠
洲，為當地兒童帶來難得的歡樂。
樂園座落於興都庫什雪山山腳，鄰近喀布爾河，雖然

規模只相當於歐美小型嘉年華遊樂場，但五臟俱全，各
種機動遊戲如旋轉木馬、摩天輪、碰碰車、過山車和咖
啡杯等應有盡有，還有山寨米妮老鼠等吉祥物。孩子看
見都樂極忘形，紛紛挑戰各種遊戲，贏取獎品。

■《紐約每日新聞》/美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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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廚浴產品公司
Kohler推出最新除臭
廁所板，可自動消除
尷尬異味，今後不
用再對着馬桶狂
噴空氣清新劑
了。
Kohler表

示，消滅
異 味 要

從源頭入手，除臭廁所板隱藏一個以
電池驅動的風扇，可以吸入空氣，經
過濾器及香熏袋後再送出，令馬桶長
期保持清新。只要有人坐下，廁所板
除臭功能就會自動啟動。
廁所板售價90美元(約698港元)，
香熏袋設有「庭園瀑布」、「牛油果
Spa」和「輕新水洗」3種香味，並趕
在年底聖誕購物旺季前推出。廁所板
需2粒乾電池，碳過濾器可維持至少6
個月，香熏袋則需每月更換。

■美聯社

不少人坐
飛機必備入
眠3寶：頸
枕、連帽衫
及眼罩。美
國新手父母
欣德利及達
娜因照顧3
胞胎嬰兒而
「 無 覺 好
瞓」，於是
發明 3 合 1

的「HoodiePillow」(連帽枕頭)，一個產品包含遮
光、墊頭、阻隔外界等功能，每個在網上售19.95美
元(約155港元)。
HoodiePillow用柔軟的衛衣質料製成，分標準版及

旅行版，標準版是長方型枕頭，中央連着一頂衛衣
帽，頸後位置設有耳機專用小洞，枕頭左邊有專放手
機的小口袋，右邊另有大口袋，可放錢包或其他貼身
物品。旅行版則較輕便，衛衣帽內置充氣頸枕。產品
有淨色、粉紅豹紋、斑馬紋等，甚至可自訂款式，配
合絨毛質地，非常舒適。 ■《星期日郵報》

有片睇：youtu.be/gWMd3wEAAB8

■風扇吸入空氣，經過濾器及
香熏袋後送出。 美聯社

■連帽枕集遮光、墊頭等功能於一
體。 網上圖片

■樂園內旋轉木馬、摩天輪等
機動遊戲應有盡有。 網上圖片

從事影片製作的哈卡拉，把 iPhone及
GoPro隨身攝錄機綁在一個正方形膠

框上，再掛在氦氣球下。氣球於西雅圖東
面一個農場升空，哈卡拉根據氣球上的全
球定位系統(GPS)追蹤位置及高度，當氣球
升至9萬呎高空時，iPhone自動播放求婚影
片，並由膠框另一端的攝錄機拍下。

約女友登山播片 感動落淚
哈卡拉回收氣球後，立即進行後期製作，翌日相

約女友及她的家人登山，登上峰頂後，哈卡拉便利
用iPad向女友播放片段，女友感動落淚，欣然答應。
這次求婚其實發生於2012年，不過哈卡拉近日才把片

段上載互聯網。他與女友之後在夏威夷結婚並誕下女兒，
現已13個月大了。 ■《星期日郵報》

現代人求婚各出奇招，美國西雅圖一名男子為女友炮製了9萬呎太

空邊緣求婚計劃，他將iPhone和攝錄機懸掛於氦氣球下，讓氣球升

至平流層，再以攝錄機拍下結合雲海背景和iPhone求婚影片畫面

的片段。結果這段「太空求婚片段」一試

成功，助他娶得美人歸。

有片睇：youtu.be/TXjyr86zGj8

■器材升天

■播片求婚

■雲海靚景

■曬大鑽戒
■哈卡拉（右）奇招求
婚，女友感動得落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