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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客機
編號3828

達美航空客機
編號1328

事件在芝加哥中途國際機場
發生，周二晚上7時40分

左右，西南航空一架飛往俄克
拉何馬州塔爾薩、編號3828的
客機獲准起飛，客機於是進入
跑道滑行，同一時間達美航空
一架飛往亞特蘭大、編號1328
的客機在未有獲得許可下，進
入了一條交叉跑道準備起飛。

管制員大喊「停停停」
航空管制員發現兩架客機同

時進入跑道後，立即向達美客
機發出警告。控制塔錄音顯示
當時管制員向達美機師大喊：
「1328，停、停、停！」機師

則用冷靜的語氣回答：「1328 正停
下。」

無線電雙重傳輸不清晰
據內部人士透露，管制員事前已注意

到兩班客機編號發音相似，曾就此提醒
兩機機師，但在無線電訊號雙重傳輸的
情況下，兩機機師和管制員都未能聽清
楚對方的說話。當管制員批准西南3828

號客機起飛時，達美1328號客機機師卻回答：「收
到，準備起飛。」
管制員事後把兩架客機分別引導至不同跑道，最初

獲准起飛的西南客機機師再次向管制員確認後，順利
起飛前往塔爾薩。
西南航空事後發表聲明，對旗下機師和FAA航空管

制員的專業表現表達謝意。達美航空則表示會充分配
合FAA的調查。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國廣播公司

英國發生冷血街頭襲擊案，1名懷孕32周的
孕婦周一晚上回家途中，遭2名戴電單車頭盔
的男子推倒在地，狂踢和踩踏她的腹部。附近
居民聞聲報警，但苦等1小時未見救護車到
場，結果要由警員親自送孕婦入院。醫生證實
腹中胎兒死亡，受傷孕婦目前仍然留院，傷勢
危殆。警方怒斥匪徒暴行「天理不容」，周二
在倫敦拘捕一名20歲黑人青年，並將控告他殺
嬰及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等罪名。

遇襲21歲孕婦班塔拉當晚在街上獨
自步行，返回倫敦南部佩克姆的住所，
她突然被兩名襲擊者推倒在地並狂踢
腹部，兩人之後搶走她的財物逃離現

場。有居民經過時發現班塔拉倒地，於是趕忙
報警，並稱班塔拉當時不停表示被匪徒搶走手
機。班塔拉母親則表示，事發前曾看見一位戴
頭盔男子在區內徘徊，又對女兒飛來橫禍感到
非常心痛。倫敦急救服務(LAS)就救護車遲遲
未到場道歉，並稱正調查原因。
警方指受害人與兩名襲擊者可能認識，懷

疑他們是針對性犯案，強調案情非常嚴重，
將把案件視作「近似於謀殺案」來處理。
2000年曾有一名男子踩踏懷孕女友腹部，嬰
兒最終夭折，結果該男子被判誤殺罪成。

■《每日鏡報》/《衛報》/
英國廣播公司

澳洲一名20歲單親媽媽誕下兒子後紋
身，法官禁止她哺乳，認為她可能因為
紋身感染血液傳播疾病，或危及嬰兒健
康。澳洲母乳協會形容裁決或成危險先
例，擔心當局會禁止任何有機會接
觸血液傳播病毒的女性餵母乳。
《悉尼先驅晨報》報道，女事主

與現在已分開的男伴侶11個月前誕
下一名男嬰，她上月在沒有知會紋

身師傅的情況下，在手指及腳紋身，男
方於是入稟法院，指控女方有精神及毒
品問題，要求取回兒子撫養權。
法院月初判處她擁有兒子監護權，但

鑑於她或會透過紋身感染血液傳播疾
病，因此禁止她餵飼母乳。該名女子肝
炎及愛滋病病毒(HIV)測試結果均呈陰
性，她不服上訴，悉尼家事法庭今日開
審。 ■法新社

歐洲多國王室及外交人員昨日聚首比利
時，紀念滑鐵盧戰役結束200周年。紀念
儀式由比利時國王菲利普帶領進行，比利
時首相米歇爾發言時敦促歐洲各國要團結
一致，應對經濟危機及烏克蘭危機，又強
調「昨日的敵人是今天的盟友」。

德法僅派大使出席
一連串紀念活動將歷時3日，由當地時間
昨日早上11時開始，亦即200年前英國及
普魯士聯軍射出第一槍的一刻。共有數百
名貴賓出席儀式，包括盧森堡大公、英女
王伊利沙伯二世表親肯特公爵、歐洲委員
會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等，不過法國及德
國均只派出駐比利時大使代表出
席，反映有關國家至今依然心存
芥蒂。
為象徵各國冰釋前嫌，拿破崙
兄弟的後人波拿巴前日分別與當
年的敵軍後人握手，英國王儲查
爾斯伉儷則為當年其中一個戰場
的紀念碑揭幕。今明兩天將有數
千演員重演當年戰況，預計吸引
20萬人觀看。

1815年6月18日，拿破崙率領的法國軍
隊在滑鐵盧遭英普聯軍擊潰，打破拿破崙
意圖一統歐洲的美夢，更從此改寫歐洲歷
史。滑鐵盧戰役雖然歷時只有短短半天，
但已造成超過1萬名士兵陣亡。

■法新社/美聯社

加拿大聯邦政府各主要部
門的網站前日遭黑客攻擊，
外交部、交通部、司法部及
移民局等部門的網站短暫癱
瘓。黑客組織「匿名者」承
認責任，指目的是抗議加拿
大國會上周通過保守黨政府
提出的反恐法，當局正調查
事件，並稱民眾的個人資料
未遭盜取，受影響部門網站
已恢復正常。
加拿大財政委員會主席克

萊門特在微博 twitter 發帖
文，確認政府的伺服器遭入
侵，當局的社會服務申請及
表格下載等網頁曾短暫關
閉，此外，國會、工業部及
公共工程部門的網站也
一度無法運作。
「匿名者」在影片分

享網站YouTube 上載
片段承認責任，表示發
動攻擊是為抗議國會通
過反恐法，擴大情報部門的
權力。公共安全部長布萊尼譴
責入侵，強調當局會嚴肅處
理，並增加資源應對。
加拿大去年10月遭槍手血

洗國會，當局其後制定C-51
反恐法，讓情報部門能更易
進行監控。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跑道齊起飛
芝加哥兩客機險撞

航班編號發音似 機師疑聽錯指令

滑鐵盧200周年
比國促歐團結抗經濟危機

美國芝加哥險些發

生客機相撞事故，兩

架商用客機周二晚上

同時進入相互交叉的

跑道滑行及準備起

飛，幸航空管制員及

時發出警告，客機雙

雙剎停才不致釀成災

難，據悉當時兩架客

機距離交叉口均只有

約610米。美國聯邦

航空管理局(FAA)正

調查事件，報道指兩

架客機航班編號發音

相似，懷疑機師聽錯

指示引致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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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空
運輸協會(IATA)上
周建議劃一手提行李標準，並推動全球航空公司簽署實
施，但新標準較現時大多數航企設定的尺寸更細，引起全
球旅客及多間北美航企強烈反對，結果促使IATA前日宣
布撤回計劃。IATA表示，明白提案牽涉到旅客核心權益，
會重新檢討有關建議。
代表全球85%航空公司的IATA本月9日提出，將手提行

李大小限制為55厘米高、35厘米寬、20厘米深，較目前美
國主要航企的限制「縮水」約20%。IATA當時表示，此舉
有助減少乘客上機時才發現沒空間放手提行李的問題，又
指德國漢莎航空、阿聯酋航空、香港國泰航空和中國東方
航空等均對計劃感興趣。
雖然IATA強調新標準只是建議，而非強制措施，但未

能平息旅客和北美主要航企的不滿。旅客擔心航企會藉着
縮減手提行李限制尺寸，迫使他們把更多行李寄艙，以收

取更多費用。美
國航空、達美航
空和聯合航空亦
發表聲明，反對
IATA的計劃。

■路透社/
法新社/美聯社

英兩狂男踩孕婦肚
踢死32周胎兒

澳禁紋身婦餵母乳
憂染血液傳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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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天主教地標、擁有
1,600年歷史的五餅二魚教堂，
昨日凌晨遭狂徒縱火，兩人因吸
入濃煙不適。消防員趕到現場後
把火勢撲滅，但教堂區內外已受
廣泛破壞。當局指起火源頭不只
一個，教堂外牆則被人用紅色噴
漆噴上希伯來文「消滅偶像」字
句，顯示事件或涉及猶太教狂熱
分子。

16猶太青年被捕後獲釋
警方事後在教堂附近拘捕16
名猶太青年問話，他們全屬一間
猶太教神學院的學生，不過其後
全部獲釋，無人被起訴。該批青
年的代表律師指，當局並無任何
證據顯示他們與事件有關。
五餅二魚教堂位於以色列加利
利湖西北岸，據稱是紀念耶穌顯

神蹟以五餅二魚餵飽5,000人的
地方。消息指，火警發生於約凌
晨3時30分，一名居於教堂的義
工指火警發生時火舌衝天，教堂
的神父表示火勢猛烈，教堂區內
一座建築物遭嚴重燒毀，紀念品
店、朝聖者辦公室及會議室亦遭
火噬，不少聖經被焚毀，幸而教
堂本身損毀不算嚴重。
以色列國內安全部長事後發聲

明，譴責焚燒教堂是儒夫及卑鄙

的行為，違背以色列的基本價
值。
以色列的拉比人權組織指，以

色列、約旦河西岸及東耶路撒冷
自 2009 年起，共發生 43宗教
堂、清真寺及寺廟遭破壞罪行，
雖然警方曾就案件拘捕數十名疑
犯，不過由於疑犯大多是年輕
人，獲法庭寬大處理。

■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

1600年歷史 以國五餅二魚教堂遭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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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嚴重焚毀教堂嚴重焚毀，，一片頹垣敗瓦一片頹垣敗瓦。。法新社法新社

■■教堂外牆被人噴上教堂外牆被人噴上「「消滅偶像消滅偶像」」字句字句。。路透社路透社

■芝加哥中途國際機場險發
生撞機驚魂。 網上圖片

■IATA■IATA的建議令不少旅客不滿的建議令不少旅客不滿。。

■■西南航空與達美航空的客機同時進入西南航空與達美航空的客機同時進入
跑道跑道。。圖為西南航空客機圖為西南航空客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達美航空客達美航空客
機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遇襲的班塔拉■■比利時國王比利時國王（（右右22））等政要出席紀念活動等政要出席紀念活動。。路透社路透社

■■查爾斯伉儷慰問士兵查爾斯伉儷慰問士兵。。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