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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甘數百佛塔震毀 緬軍警護受損文物
報更有數百座佛塔受損。當局
昨日派遣大批軍警前赴蒲甘築
起封鎖線，保護受損文物，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專家
亦在場評估損毀情況，嘗試修
復文物，中國及日本亦表示願
意協助修復。

與吳哥窟婆羅浮屠齊名
■軍警協助
緬甸中部前日發生黎克特制 6.8 級地
震，導致最少 3 人死亡。歷史名城蒲甘
淪為重災區，最少 187 間廟宇受損，據

■佛塔損毀

蒲甘王國統治者由 11 世紀開
始，250 年間陸續建立宏偉的廟
宇及佛塔。今次地震前，約
2,000 至 3,000 座廟宇及佛塔分佈在面積
約 42 平方公里、四周被崇山峻嶺包圍的
平原中，每年吸引大批遊客到訪。

UNESCO 讚揚它是古代佛教傑出藝術及
技術成就，與柬埔寨吳哥窟及印尼婆羅
浮屠遺址齊名。
蒲甘遺址 1975 年曾受地震破壞，其後
軍政府利用現代物料復修古跡，一度引
起爭議，更有聲音呼籲UNESCO把遺址
從《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
UNESCO 駐仰光辦事處負責人阿拉姆
表示，仍需時間評估古蹟損毀程度及研
究應對方法。當地 32 歲工藝師傅昂乃溫
對蒲甘佛教遺址受到破壞感難過，但希
望當局可保留部分受損遺址，讓後人感
受自然災害的可怕。
■路透社/法新社/
美聯社

意地震揭人禍 增至 241 死 抗震校舍倒塌

「倒立」17小時 10歲女奇跡獲救
■頭下腳上

■成功獲救

意大利中部前日凌晨發生 6.2 級地震，死亡人數現已增至逾 240 人，
另有至少 368 人受傷。當地不少建築物倒塌，救援人員加緊徒手及以挖
泥機尋找生還者，其中一名 10 歲女童被困 17 小時後成功獲救，從影片
可見當時她在瓦礫堆頭下腳上，消防小心翼翼將她抱出，旁人報以熱烈
掌聲和歡呼，場面令人動容。不過輿論亦把焦點放在「人禍」方面，指

70 餘人，至昨日一
地震初時死亡人數報稱為
度急增至 247 人，當局後來稍下調至 241

人，但恐怕人數仍會繼續上升。在佩斯卡拉市一
個山區小鎮，救援人員於晚上繼續搜救工作，其
中一名消防員在看到瓦礫下有生命跡象後，便對
圍觀民眾說：「聽到有聲音從下面傳出，安靜，
安靜。」然後，他又對瓦礫下的女童說「來吧，
朱莉婭，來吧，朱莉婭」，似乎一早已知道她的
名字。經過一輪努力後，消防員終於將滿身灰塵
的女童救出，把她擁入懷中安慰，然後抱離現
場。她當時仍清醒，奇跡只受輕傷。

拉出9成都是遺體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像朱莉婭般幸運，志願救援
人員比安凱蒂表示，從瓦礫堆中挖出的大多都是死
者，「很不幸，我們抬出被困者9成都是遺體」。

塌天花 枕頭包頭保命
其中一名居民詹尼大難不死，她憶述事發情況
時稱：「我當時以枕頭包着頭，整個天花板塌下
來，幸好沒有擊中我，只是腳部受輕傷而已。」

阿馬特里切市長皮羅齊表示，這城鎮在地震後
已不復存在。居民卡佩蘭蒂則炮轟軍方並無參與
救災，「我們正等待軍方，阿斯科利有一個基
地、列蒂有一個、拉奎拉也有，但我們至今一個
士兵都沒有看過。我們有納稅！這真令人厭
惡！」另有報道指，有人在倒塌的房屋內搜掠，
警方接報後已加強巡邏。
意國地震災害冠絕西歐，但專家估計，意國 7
成建築未符合抗震標準，每次地震後當局都揚言
會改善建築抗震能力，但受制於官僚作風和資金
不足，舊建築結構未有改善，新的建築也往往不
達標。在阿馬特里切，一間聲稱有抗震能力的學
校校舍倒塌，或成為當局調查重點之一。意國總
理倫齊前日到訪災區，承諾重建居民生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關
注意大利地震災情，願向意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與幫助。中方領導人已向意領導人致慰問電。
他又表示，中國駐意使領館已啟動應急機制，目
前未接到中國公民傷亡報告。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
英國天空電視台/新華社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昨日表示，由於波
音 787 客機的引擎有問題，需時更換，未
來數星期須取消部分航班，今日會率先取
消 9 班機，估計至下月底取消超過 300 班
機。全日空表示，過去一星期，至少兩架
波音 787 客機飛行期間引擎出現問題，檢
查後，相信是引擎零件腐蝕所致。
負責生產引擎的英國勞斯萊斯公司表
示，將與全日空緊密合作，把影響減至最
低，但並無透露其他航空公司的波音 787
客機是否有問題。根據波音公司網頁顯
示，全球超過440架787客機中，全日空擁
有50架，全部使用勞斯萊斯的引擎。
■綜合報道

■全日空波音 787 客機的
引擎有問題，需要更換。
小圖為勞斯萊斯公司生產
的引擎。
資料圖片

意大利地震後各界
紛紛伸出援手，展現
人性光輝，當中不乏
華人身影。兩名華人
司機自發購買救援物
資，冒着餘震風險駕
車將物資運到重災
區，派發給救援人員
及災民，獲得不少網
民稱讚。
溫州籍司機「大
高」和「新仔」住在
意大利中部城市普拉
托，他們得悉地震災
情後，立即購買即食
麵、麵包及礦泉水等
食品和飲料，然後駕
車 5 個多小時來到重
災區，將物資分發給
有需要的人。
■中新社

7年前地震搬屋 母今痛失歲半B

意大利拉奎拉 2009 年大地震造成逾
300 人死亡，婦人圖爾科避過一劫，隨即
與丈夫馬西米利亞諾搬往更安全的地方
居住，不料今次再遭逢巨震。雖然兩夫
婦保住性命，但 18 個月大的女兒不幸在
睡夢中喪生。

食名菜賑災 意600餐廳響應
意大利名菜「Amatriciana」(煙肉番茄
意粉)之鄉、歷史悠久的古城阿馬特里切
在地震中受到重創，各界紛紛呼籲捐款
賑災。有網上食評家呼籲意式餐廳在菜
單中加入「Amatriciana」，並捐出部分
收益，至今已獲意大利逾 600 間餐廳響
應，更有不少海外餐廳有興趣加入。
「Amatriciana」源自山區牧羊人的飲
食習慣，用上羊奶芝士及豬頰肉製成的

《福布斯》吸金男演員
成龍全球第二
財經雜誌《福布斯》昨日公佈全球男演員收入排行
榜，綽號「The Rock」(巨石)的 44 歲前摔角手狄維莊遜
(Dwayne Johnson)榮膺榜首，估計去年6月至今年6月之
間稅前收入高達 6,450 萬美元(約 5 億港元)，較去年急增
超過一倍。近年活躍於中國電影市場的本港影星成龍以
6,100 萬美元(約 4.7 億港元)收入排名第 2，去年全球大熱
電影《火星任務》主角麥迪文則排第3。
去年排榜首的《鐵甲奇俠》主角羅拔唐尼未能衛冕，
以 3,300 萬 美 元 ( 約 2.56 億 港 元) 與 寶 萊 塢 影 星 Shah
Rukh Khan 並列第 8。夏里遜福憑《星球大戰：原力覺
醒》中再次飾演韓．蘇羅一角，自 2009 年以來再次上
榜，以 1,500 萬美元(約 1.16 億港元)排第
20。
今次排行榜揭示男女星收入存在明
顯差距，計算期內有 18 名男星收入超
過 2,000 萬美元(約 1.6 億港元)，較女星
多 14 人。「最吸金女星」珍妮花羅
倫絲進賬 4,600 萬美元(約 3.6 億港
元)， 也 與 狄
維莊遜相去
甚遠。
■路透社

圖爾科7年前經歷天災後，搬至特朗托
河畔阿爾夸塔居住，前日凌晨卻被地震
波及。女兒馬里素當時在床上睡覺，命
喪當場，圖爾科及馬西米利亞諾則被困
瓦礫下，獲救時身體多處受傷。
■《每日郵報》

收入 (美元)

1. 狄維莊遜

6,450萬

2. 成龍

6,100萬

3. 麥迪文

5,500萬

4. 湯告魯斯

5,300萬

5. 尊尼特普

4,800萬

6. 賓艾佛力

4,300萬

7. 雲迪素

3,500 萬
路透社

■成龍

全球通訊應用
程式 WhatsApp 昨
日宣佈，計劃與
母公司社交網站
facebook(fb)共享 WhatsApp 用
戶的電話號碼，意味 WhatsApp 用戶今後可能在 fb 看到
更多針對性宣傳及廣告。
這 是 WhatsApp 自 2012 年
來首次修改私隱及服務條
款，也是 fb 收購 WhatsApp 後
首次。較具爭議的變動是
WhatsApp 計劃與 fb 共享用戶
資料，包括電話號碼、手機
型號、作業系統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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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金男星排名
影星

煙肉，配搭番茄及意大利粉食用。響應
號 召 的 餐 廳 每 售 出 一 碟 「Amatriciana」，便會向意大利紅十字會捐出 2 歐
元(約17港元)。
阿馬特里切每年 8月底都會舉辦慶典，
向「Amatriciana」致敬，今年剛好是第
50 屆，吸引不少遊客慕名前往，不料飛
來橫禍。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聯社

助賣廣告
用戶電話交

波音 787 引擎問題
全日空取消 300 航班

華人司機購物資運抵災區

意國地震頻繁但建築防震措施不達標，批評官僚作風草菅人命。

■地震導致不少建築
物倒塌。
物倒塌
。
美聯社

fb

用戶可30天內
Say No

WhatsApp 用 戶 需 在 30 日
內同意新條款或停止使用
WhatsApp，用戶同意後，可
在 30 天內選擇不與 fb 共享訊
息。WhatsApp 表示會繼續在
app 中封鎖傳統廣告，同時維
持現有加密機制，意味WhatsApp 與 fb 都無法得知用戶對
話內容。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