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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箱炸彈引爆失敗 否則傷亡慘重

炸彈男圖襲布魯塞爾火車站
歐洲再發生恐怖襲擊，一名男子前晚在

三屆奧斯卡影帝
丹尼爾路易斯息影

比利時布魯塞爾中央火車站引爆炸彈，目
擊者指爆炸規模不大，但聲音震耳欲聾。
襲擊未造成傷亡，炸彈狂徒隨後被士兵開
槍擊斃。警方證實襲擊者是 36 歲摩洛哥
公民，此前不在監視名單下，暫時未知有
沒有同謀。當局指炸彈未有完全引爆，否
則會造成嚴重傷亡。

布魯塞爾中央車站是當地最繁忙交通樞紐之
一，亦靠近旅遊景點「布魯塞爾大廣場」。

炸彈狂徒於當地時間前晚 8 時 39 分進入車站，先後
走近兩批乘客，第二次時他站在乘客之間，突然高
叫並引爆行李箱內炸彈，行李箱隨即起火，但未有
猛烈爆炸。

■炸彈引爆後化成火球
炸彈引爆後化成火球。
。 路透社

高叫「真主偉大」
男子然後拋下行李箱，沿月台衝向車站職員，這
時行李箱發生第二次較猛烈的爆炸，男子回到車站
大堂，邊大叫「真主偉大」，邊衝向一名士兵，士
兵隨即開槍，男子身中多槍倒地，其後證實身亡。
官員表示，行李箱炸彈由鐵釘及氣體罐製成，如非
引爆失敗，可以造成更嚴重傷亡。事發初時曾有報道
指男子身上綁有炸彈腰帶，但當局經調查後否認。當
局表示男子住在出過多名恐怖分子的莫倫貝克區。
社交網站流傳的現場圖片可見，爆炸產生火球，
但火勢沒蔓延。一名目擊者指炸彈客短髮，身形健
碩，皮膚曬黑，穿牛仔褲及白色 T 恤，身上疑似纏
着電線，看似是炸彈背心零件。當時正在月台等車
的穆爾斯指，他跟從廣播指示逃生，穿過爆炸產生
的硝煙後看見一名身中 3 槍的男子，相信就是兇
徒。
警方事後疏散車站一帶，列車服務一度暫停，並
在事發後約 1 小時就控制場面。由於救護人員一度
不敢靠近狂徒，他的遺體躺在車站約數小時。車站
昨日已重開，清潔工加緊清理地上的燒焦痕跡及血
跡。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倫敦漢清真寺鞋抽施襲

■士兵搜查途人行李。

■探員昨日在場搜集證據
探員昨日在場搜集證據。
。

繼英國倫敦芬斯伯
里公園清真寺日前遭
恐襲後，位於倫敦市
中心的攝政公園清真
寺昨日亦發生襲擊事
件，一名男子在寺內
高聲辱罵及恐嚇信
眾，又揮動一支鞋抽，
企圖攻擊在場人士，
最終遭警員用電槍制
■疑犯被電擊後倒地
疑犯被電擊後倒地。
。
網上圖片
服。警方相信事件並
英國穆斯林協會秘書長
非恐襲。
事發於昨日凌晨約 1 時 20 稱，疑犯是一名改信伊斯蘭
分，現場片段顯示在清真寺 教 的 穆 斯 林 ， 有 精 神 病 記
外的行人路上，一名警員手 錄。對於有民眾聲稱看見疑
持電槍，該名年約 30 多歲疑 犯手持利刀或棒球棍，警方
犯倒臥地上，其後被押上警 澄清對方當時只手持一支從
車帶走，並以懷疑公眾地方 寺內取來的鞋抽。
■《每日郵報》
鬧事罪名被捕及扣留。

川劇變臉失敗
演員遮臉離場
一段「川劇變臉」的視頻近日在網上火熱傳開，表演者在
「變臉」過程中接連失誤，最終捂臉離場。 ■《成都晚報》

事情發生在河北保定一商場內的
火鍋店，一位穿着戲服的演員

正在表演「川劇變臉」，一開始，
他快速的變臉引來顧客陣陣掌聲，
但在連續變了三張臉後開始出現失
誤，「變臉」臉譜「斜掛」在臉
上，露出下一張臉譜，他急忙捂臉
「糾正」，可仍然「無濟於事」，
最終尷尬捂臉離場。

店員說，火鍋店於半個月前開業，
為了開業酬賓，該店所屬的餐飲公司
組織員工進行相關培訓，其中就有
「川劇變臉」，表演者在培訓後每天
都會在火鍋店表演，與顧客互動，表
演的時段不定，每次幾分鐘。

演員為火鍋店員工

火鍋店的工作人員接受採訪時
指，表演者只是火鍋
店的員工，而非專業
的「川劇變臉」演
員。
視頻傳至網絡後，
立即引來了網民的輿
論喧囂。有網民表
示，如果表演者只是
該店店員，表演失敗
無可厚非。但亦有網
民寫下「我還以為我
色盲呢」，「人家表
演的是喜劇，才不是
川劇呢」等戲謔措
■表演者在演出中露出下一張臉譜
表演者在演出中露出下一張臉譜。
。當他發覺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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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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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急忙遮臉
便急忙遮臉「
「糾 辭，調侃視頻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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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連番失誤
但因連番失誤，
，最終遮臉離場
最終遮臉離場。
。
視頻截圖 演者。視頻亦引來網

深有軌電車月底開跑 全線2元
■深圳首條有軌電車月底開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深圳首條有軌電車將於本月底
在龍華試運營。目前車站設備調
試均按計劃推進，所有站點的自
助購票機已安裝完畢，全線將實
行一票制，票價為 2 元人民幣/人
次。乘客可直接使用「雲購票」
方式。此外，車輛沿線的綠化帶
將栽種鳳凰木、木棉和「中國
紅」櫻花等 11 種植被，市民乘車
時會有穿行花海之感。
根據有軌電車沿線綠化設計

圖，全線採用「全綠色」整體道
床，軌道與綠草「融為一體」。
綠化帶將栽種 11 種植被，包括南
洋楹、宮粉紫荊、澳洲火焰木等
多種植物，打造起龍華現代有軌
電車沿線組團式花帶景觀。

首設手機支付「雲購票」
有軌電車沿線的車站及電車上
均已設置自助售票機、自助檢票
機等設備。為方便乘客購票，首

民的同情，一位網民指，「他當時
肯定很無助…不想笑，覺得很心
酸」，「對於普通人來說，就是一
門謀生的技能，不要上升到藝術層
面，藝術只會吸血」。

大師愛徒：洩露國粹
「變臉」大師彭登懷愛徒、成都
市川劇研究院著名青年演員康勇表
示，「從該表演者的身段和一招一
式的動作就能看出是個『門外
漢』，從專業角度看他的動作像
『木偶式表演』，沒有精髓和情
感，毫無傳情傳藝可言。」
康勇解釋道，「川劇變臉」作為國
粹，該表演者的失誤從直觀形式上洩
露了「川劇變臉」特殊道具的組合
程序，從演出服裝、道具配飾、表
演風格上，嚴格講是對川劇這項非
物質文化遺產藝術名片的「腐
蝕」。雖然失誤是表演中不可避免
的，但專業演員會快速地用技巧及時
「修正」，讓觀眾看不出破綻。
作為一名專業的川劇演員，康勇
認為，「川劇變臉」藝術表演者要
遵守行業規則，尊重川劇絕技藝術
的表演風格及精準度，在未學到精
髓之際不要急於登台。

次增設了「雲購票」的新方式，
在購票機上選擇購買的車票數量
後，打開手機微信或「支付寶」
付款碼對準自動售票機二維碼掃
描處（紙幣投幣口下方）就可購
買。
據悉，使用「深圳通」的乘
客，可直接在站台或車上檢票乘
車，其流程與乘坐巴士一樣。而
購買了紙質單程票、電子單程票
的乘客，需要在檢票機上掃描檢
票後，方可乘坐。乘客需在檢票
後 60 分鐘內下車，逾時則票將失
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歷來唯一三奪奧斯卡影帝的 60
歲英國影星丹尼爾路易斯(Daniel
Day-Lewis)，昨日突然宣佈息影。
消息震撼荷里活影壇，他未有透
露息影原因，僅稱是私人決定，
意 味 於 12 月 上 映 的 《Phantom
Thread》將成為他從影生涯最後
作品。丹尼爾路易斯於 1990 年代
末期亦曾退出影壇，前往意大利佛羅倫斯當鞋匠學徒。
丹尼爾路易斯在倫敦出生，擁有英國及愛爾蘭雙重國
籍。他為演活角色，不惜花數年時間揣摩角色特點，首
部電影為 1971 年的《Sunday Bloody Sunday》，1989
年在電影《無悔今生》(《My Left Foot》)中，飾演一名
患天生腦麻痺及身體殘疾、只有左腳能活動的愛爾蘭作
家兼畫家，為他帶來首個奧斯卡影帝殊榮，其後再憑
《黑金風雲》及由史提芬史匹堡執導的《林肯》，在奧
斯卡稱帝。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高田傳破產 市值3天減半
盛傳快將申請破產的日本汽車安全氣袋生產商高田，
股價連續 3 個交易日插水式下跌，昨日再錄得 25%跌
幅，以 244 日圓收市，市值較消息傳出前減少近一半。
高田據報最快會在本月稍後的董事局會議上，決定是否
申請破產。
《日本經濟新聞》上周五率先報道高田申請破產的消
息，報道指由中國寧波均勝電子擁有的美國汽車零部件
生產商 Key Safety Systems，將會收購高田業務。據報高
田與 Key Safety Systems 打算依照美國破產法第 363 條
規定，將高田旗下資產與債務切割，再由 Key Safety Systems成立的新公司買下高田資產，估計作價1,800億日圓
(約126億港元)。
■法新社

登封「測日影」千人同吃夏至麵
民間禮拜周公、天文愛好者「測日
影」、群眾千人同吃夏至麵……6 月 21
日，是「二十四節氣」申報人類非物質遺
產成功後第一個夏至日，登封「二十四節
氣——夏至登封『測日影』系列傳統文化
活動」在河南登封市告成鎮觀星台景區啟
動，數萬人參與活動。
登封觀星台由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創 ■河南登封設立人類非
建，由於「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二 物質文化遺產「二十四節
十四節氣」兩個世界級文化遺產殊榮的獲 氣」申遺成功紀念碑。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得都與登封觀星台密不可分，當天上午
10點的活動啟動儀式上，還專門為世界文化遺產登封「天地之中」
歷史建築群申遺成功紀念碑、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十四節氣」
申遺成功紀念碑進行揭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登封報道

「90後」創救援滑梯 登頂美國設計獎
在工業設計
行業有着很高
知名度的美國
頂級設計大獎
「CORE77」
近日揭曉，湖
南大學設計藝
術學院研究生 ■ 范 石 鐘 展 示 獲 獎 證 ■范石鐘作品《生命滑
范石鐘的設計 書。
網上圖片 梯》。
網上圖片
作品《生命滑
梯》一舉奪得交通裝備設計類的最高獎。
「90後」的范石鐘，年紀輕輕卻憑借《生命滑梯》作品獲得德國紅
點獎、IF獎、美國「Core77」設計獎、亞洲設計大獎、意大利A設計
獎等12項大獎。2015年11月，《福布斯》發佈了「中國最具發展潛
力設計師」榜單，他是唯一的學生代表，也是最年輕的獲獎者。
「我的所有設計都是從具體的實踐、實際的體驗中進行創作。」
范石鐘說，他曾在創作初期走訪湖南省消防總隊，從觀摩官兵們的
消防演練中發現「高層救援」是一個難以攻克的世界性難題。
據介紹，該救援車吸取了滑梯、起重機械、救援雲梯的設計理
念，救援滑梯通過折疊伸縮可以調節高度和角度。救援時，人只需
像玩滑梯一樣從高樓中滑下來即可。其主要用於高層建築火災、地
震等的救援。
■《中國日報》

雲南野生動物園的四胞胎東北虎近
日迎來滿月，與遊客見面。圖為三隻
小老虎昨日外出時步伐一致。
文/圖：中新社

小 虎 滿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