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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殺。佛羅里達州 45 歲警員康德克前日凌晨
接報處理噪音滋擾案期間，被 23 歲釋囚帕里拉
槍擊，上半身中槍倒地，帕里拉隨即開車輾過

康德克，後者傷重不治。報道指兇手早前違反

假釋條件被通緝，因不想再坐監而犯案，相信

行兇動機與白人警察殺害黑人案的爭議無關。

■殉職警員康德克

州塔彭斯普林斯警局表示，前晚深夜有居民報警投訴有
佛人深夜大聲播歌並拒絕調低音量，康德克於是到場處

理，抵達時發現帕里拉，當時帕里拉正逐戶拍門找出投訴
者，當他看見康德克時，隨即拔槍朝對方連開數槍，康德克
雖然穿上防彈衣，上半身仍中槍，倒地前奮力開槍還擊。

違假釋條件被通緝 不想再入獄

帕里拉立即跳上車逃走，其間輾過康德克，應聲而至的警
員追捕帕里拉，帕里拉撞柱棄車逃跑，警員很快追上將他拘
捕。
帕里拉被捕後供稱，看見警察上門時感到
「像籠中鼠」，因不
想再入獄才反抗，無
意殺死康德克，
並向他的親屬致
歉。帕里拉之
前因藏毒等罪
行入獄 2 年，
今年 3 月獲准
假釋，但其後
因違反假釋條件
被通緝。
殉職的康德克加
入警隊 17 年，與妻
子育有 5 名子女，
曾在紐約警局工作
超過 5 年。由於案
發時間與紐約殺警案
接近，一度引起外界猜

法漢駕車撞傷 11 途人

■救援人員為傷者急救。

華警拒中餐館堂食
返車吃外賣慘成最後一餐

美國在 24 小時內接連有執勤警員被

槍擊後車輾

美釋囚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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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孔惠萍 / 孫志賢 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

法國繼上周六有激進穆斯林持刀襲警後，一名
40 歲男子前晚在半小時內，於東部城市第戎 5 個
地點駕車撞向途人，造成 11 人受傷，其中 2 人傷
勢嚴重，幸無生命危險。目擊者稱，兇徒高呼
「真主偉大」，還聲稱是為巴基斯坦兒童發動襲
擊。警方已逮捕兇徒，未知其犯案動機。
警方消息人士透露，兇徒曾入住精神病院，於
1990 年代曾多次干犯輕微罪行。內政部指，目前
指兩宗案件有關連是言之尚早。伊斯蘭極端分子
近期號召在法國施襲，政府已加強警方及其他部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美聯社 門的保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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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證人員在案發現場調查
鑑證人員在案發現場調查。
。 美聯社

測，但佛州警方指兩案無關連，形容此案只是「懦夫造成的
悲劇」。

紐約槍手行兇前叫途人「睇戲」
另一方面，紐約警局發言人博伊斯指，上周六布魯克林區殺
害兩警的槍手布林斯利在行兇前要求途人追隨他的社交網站
Instagram帳戶，以及「睇戲看看我即將做的事」，布林斯利行
兇前利用前女友的Instagram帳戶發表殺警宣言。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今日美國報》

■劉文建和一同遇害的拉莫斯所屬警察局外擺有悼念鮮
花。
法新社
上周六紐約布魯克林殺警案中，殉職華裔警員劉文建
（前譯劉文健）。兇案現場附近中餐館老闆湯先生表
示，兩名遇害警員的最後一餐午飯就在他店內買的，當
時他還勸兩人在店內就餐，兩人婉謝後返回警車，沒想
到不久後就聽到4聲槍響。

來自台山 父母失獨子悲痛
據報劉文建來自廣東台山，12歲隨父母赴美，是家中獨
子。他位於布魯克林格雷夫森德—班森賀區的家中，前
日有多名警員守在門口。多名親屬前來看望死者家屬，神
情悲傷，眼眶紅腫。為劉文建父母做完身體檢查的家庭醫
生張維建說，兩老十分悲痛，一整天沒進食，劉父精神情
況不佳，口中一直念着「我兒子沒有了」，而劉的妻子則
待在房中一直不願出來。認識劉文建的台山鄉親都說，他
是個善良、熱心、孝順的年輕人。
■中新社

白警14槍殺黑人 不被起訴

■ 疑兇帕里拉被押
往拘留所。
往拘留所
。 美聯社

索尼案美倘制裁 朝揚言襲白宮

美國密爾沃基地方檢察官奇澤姆昨日宣布，涉嫌於今
年 4 月 30 日開槍擊斃黑人男子漢密爾頓的白人前警員曼
尼，將不會被起訴。
奇澤姆表示，曼尼在事件中使用的武力屬合法自衛。
曼尼稱，他當日接報一名男子睡在公園，抵達現場後試
圖向該名黑人男子漢密爾頓搜身，但遭反抗，並搶去其
警棍襲擊他的頸部，因此他向對方開槍，漢密爾頓身中
14槍死亡。
■美聯社

突尼斯選總統 反對黨領袖勝出

索尼影業因為講述暗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電影《The Interview》而遭黑
客入侵，美國政府多次公開指責朝鮮是幕後黑手，總統奧巴馬前日更透露不
排除把朝鮮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朝鮮
國防委員會前晚深夜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再次否認與
入侵有關，威脅如果華府為此制裁朝鮮，將對白宮、五
角大樓和整個美國本土其他目標發動反擊。
聲明說朝鮮軍民「全面備戰，要跟美國在所有層面的
戰爭中對幹，包括網絡戰爭，以炸掉各式美國堡壘要
塞」。聲明再次嘉許入侵索尼的黑客團體「和平守護
者」，但也表明並不清楚該組織的背景行蹤。
■美聯社
■埃塞卜西當選突尼斯總統
埃塞卜西當選突尼斯總統。
。 法新社

突尼斯總統選舉前日完成第
二輪投票，88 歲反對黨突尼斯
呼聲黨領袖埃塞卜西在昨日官
方公布初步點票結果前，搶先宣
布以明顯優勢勝選，其支持者更
上街大事慶祝。選舉委員會昨日宣
布，埃塞卜西以55.68%得票率當選
總統。結果公布後，南部一城市爆
發騷亂，數百名青年上街抗議，警
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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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配戴漸進式鏡片

能解決近視及遠視問
題，但因鏡片上中下三
段各有不同度數，容易令配戴者暈
眩及頭痛，亦會影響視覺效果。Tecnis 採取
精細凹型圓環設計，改變光線折射方式，大大提升轉換
焦點時的流暢度，不會產生不適或突兀感。
目前英國及美國部分地區率先推出植入手術，每隻眼的費用為 3,900 英
鎊(約 4.7 萬港元)，價錢比漸進鏡或激光矯視昂貴得多，但不少受視力問題所
困的中年人或長者都願意一試。

白內障病人用後不復發

視力問

人肉朱古力

題影響日常

英國柴郡 57 歲的賴特 6 周前雙眼植入 Tecnis 鏡片，她曾患上白內
障，又有遠視問題，常發覺視線中有一處空白，接受手術後其中
生 活，
活 ， 美 國藥
及遠距視力明顯提升，短距視力亦逐步改善。Tecnis 另一項
廠雅培研發出毋須
優點，是植入後曾患上白內障的人不會再病發，可謂一
勞永逸地解決嚴重的視力問題。
替換的植入式隱形眼鏡
■《每日電訊報》
《每日郵報》
/
/
「Tecnis
Tecnis」
」，只需一次手
《獨立報》

眼鏡框
識回復原形

術，便能解決白內障
便能解決白內障、
、散光
散光、
、遠視及

近視等因老化或其他原因導致的視力問
題 ， 且任何距離或光線下均無礙配戴效
果 ， 遠勝於傳統只有上中下部三段光區
的漸進式隱形眼鏡。
的漸進式隱形眼鏡
。

後日便是聖誕節，若還未想好出席派對的
衣着，不妨參考這 12 位愛爾蘭男士。他
們把自己扮成朱古力條，還「做戲做全
套」，全部人躺進巨型白色網袋
裡，裝作是聖誕朱古力包，遠看
和市面發售的成品無異，令
人忍俊不禁。
網上圖片

能飲的聖誕餐 僅294卡路里

日本眼鏡品牌Vision近日推出堪稱全球最堅固的鏡框，物料是來自通用電氣塑
膠 部 門 研 製 、 太 空 船 也 使 用 的 聚 醚 醯 亞 銨 (Polyetherimide， PEI) 之 一 的
「ULTEM」，抗壓性極高但重量超輕，不管如何扭曲或砸地均可迅速回復原形。
為迎戰拆禮物日，英國金頓
這款名為「Super Taflex」的鏡框有自動修復能力，根據網站顯示圖，
馬場的冬季馬術節，騎師為免
「ULTEM」製造的鏡框表面有「交叉保護表層」，猶如裝
超磅，就算在聖誕節也不能大
上一層具彈性的鐵絲網，遭刮損、撞凹均可在 10 秒內回
吃大喝。主辦單位 William Hill
■這副眼鏡看來和一般眼
復成原本模樣，輕微碰
博彩公司與食物科學家斯圖爾特
鏡無異。
鏡無異
。
網上圖片
撞絕不會損壞鏡框，
聯手，創造出全球首款「流質聖誕
加上重量極輕，長期配
午餐」，令騎師保持體重之餘，還可
戴亦不會令鼻樑及耳朵受壓。
Super Taflex 將於元旦起正式發售，售價
2.28 萬日圓(約 1,480 港元)，共有 4 款可
選。
■RocketNews24網站

稍為感受節日氣氛，算是一舉兩得。
傳統聖誕大餐含 7,000 以上卡路里，
但流質餐只含 294 卡路里，包含火雞凝
膠、鮮味肉湯、蘿蔔汁凝膠、脫水椰菜
仔、薯仔味泡沫和小紅莓「氣」。飲品
低糖，含高碳水化合物，為騎師提供所
需營養，保持體重。 ■《每日郵報》

梳化落簾 與世「隔絕」

Jamie Oliver 讀大學
英國廚神 Jamie Oliver 於 16 歲輟學，
其後攻讀膳食及酒店管理課程。在事業
一帆風順之際，他透露希望能吸收「正
確知識」，因此已報讀大學的食物營養學
■ 英國廚神 Jamie 學位課程。但他並非像一般大學生到大學上
Oliver。
Oliver
。 網上圖片 課，而是教授親身到其辦公室講書。

教授上門講書

39 歲的 Jamie Oliver 報讀了位於特威克納
姆的聖瑪麗大學學位課程。他表示，該校兩
名教授每周會到他的辦公室講課數小時，
「我希望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正確地理解
它，並應用於我所做的一切上。」
■《每日電訊報》

■ 紅色內籠
紅色內籠，
， 十分搶
眼。
網上圖片

香港家居環境擠迫，缺乏私人空間，這
張來自西班牙的梳化床或可提供一個獨
立小天地。它由巴塞羅那青年古拉德和
菲格拉設計，特別之處在於頂部兩塊
■拉上布簾
拉上布簾，
，便是一個
布簾，放下後可將整張床遮蓋，擋住光
人的空間。
人的空間
。 網上圖片 線兼具隔音功效，儼如一個秘密基地。
這張梳化床名為奧韋爾梳化，兩塊布簾揭開時，可以當
成普通梳化，讓用家坐在上面閱讀或使用電腦；放下布簾
後，則可當成小屋安靜睡覺。
古拉德和菲格拉指，奧韋爾梳化讓人找到回家的感覺，讓人可繭
居其中，重溫童年時自己搭建「秘密基地」的樂趣。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