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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死人之夜》Cult片經典

佐治羅米路的經理人在社交網頁證實其死
訊，指他聽着其最喜歡的電影《蓬門今

始為君開》配樂時安詳辭世，其妻子和女兒陪
伴在旁。

人群受襲沒團結 諷刺美亂世
佐治羅米路1940年生於紐約，自小已是恐

怖片粉絲，大學畢業後與幾位好友成立製作公
司，集資約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拍攝喪屍電
影《活死人之夜》，結果叫好叫座。這部黑白
電影混合驚悚及黑色幽默，通過清晰的暴力描
寫，以受襲的人群沒團結對抗喪屍，反而互相
攻擊，來影射和諷刺當時美國社會的混亂年
代，從此奠定佐治羅米路的大師級地位。

喪屍形象成準則 破壞大腦才死掉
《活死人之夜》其實是電影分銷商所改的

片名，原片名為《肉食者之夜》，由於改名後
沒受版權保護，電影多年來任由免費發佈，佐
治羅米路去年曾表示：「 那麼多人觀看，電
影就能繼續生存。」這套經典電影全球大收
3,000萬美元(約2.3億港元)，於1999年入選美
國國會圖書館國家電影目錄。
佐治羅米路使喪屍成為代表近代恐怖電影

的新寵兒，此後電影中出現的喪屍，不少都按
此作為描畫準則，許多約定俗成的「規則」亦
屬佐治羅米路所創，包括破壞大腦才能徹底阻
止喪屍肆虐等。
往後的《活死人》系列繼續取得成功，其
中1978年的《活死人黎明》被公認為史上最
佳恐怖電影之一，全球票房達5,500萬美元(約
4.2 億港元)，他其後還拍攝包括《喪屍出
籠》、《活死人之地》、《死亡日記》等知名
喪屍電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恐怖片傳奇導演、有

「喪屍之父」之稱的佐治羅米

路，晚年與肺癌搏鬥多年

後，前日在多倫多一間醫院

病逝，享年77歲。佐治羅米

路憑執導1968年上映的《活

死人之夜》聲名大噪，所打

造的Cult片經典啟發昆頓塔

倫天奴等著名導演，而其喪

屍電影亦不是一味廝殺，背

後均帶有社會訊息，影響一

整代人。

日本福岡前天發生女遊客疑遭強姦事
件，一名31歲韓國女遊客入住當地市中心
一家民宿，民宿老闆清晨時分潛入房間強
姦她，她掙扎期間受傷。女事主受辱後致

電韓國駐福岡總領事館求救，由領事館代
為報警，警方其後拘捕34歲民宿老闆長部
聰一，控以強姦致他人受傷罪。
福岡縣中央警署稱，韓國女受害人在網

上預約長部的民宿，民宿位於市中心一幢大
廈內。受害人供稱，長部前日清晨潛入其房
間，將她強暴，但長部被捕後堅稱只是「摸
了一下」，否認強姦女事主。 ■日本新聞網

韓女住日民宿 疑遭老闆強姦

英國倫敦皇家歌劇院趁昨天「世界表情
符號日」(World Emoji Day)，破天荒與社
交媒體twitter進行跨界別合作，將20套知
名歌劇及芭蕾舞劇目改以emoji演出，並
上載至twitter，每30分鐘播放一次，成功
將emoji與劇中人物正確配對的twitter用
戶，更獲贈2張歌劇院門票。
twitter 英國社交網絡部門主管納斯爾

指，twitter用戶每年使用emoji數十億次，
這次合作標誌着劇院可以別開生面及獨特
方式吸引新觀眾。倫敦皇家歌劇院市務傳
訊主管保羅則稱，twitter的龐大滲透力，
是促成合作的原動力。
美國亦有慶祝「世界表情符號日」活
動，紐約地標帝國大廈於昨晚亮起emoji
主色黃色的燈火，與眾同樂。7月17日被

定為「世界表情符號日」，原因是 emoji
中的日曆符號正是7月17日，現時廣泛使
用的emoji約有2,666個。

■英國廣播公司/Adweek網站

倫敦歌劇院破天荒
攜手twitter慶emoji日

新西蘭上周六的「樂透」彩票攪珠發生
罕見意外，原本攪出的強力球碼為「6」
號，但在攪珠機內升起時，被其他繼續滾
動的球撞走。「樂透」方面決定在節目後
重新攪出強力球，其後宣佈為「1」號，做
法惹來投注者批評。
當「6」號強力球升起之際，主持人格雷立

即宣佈它為中獎號碼，但在號碼被撞走
後，她隨後改口說「不幸地我們出現技術問
題」，並宣佈重新攪珠。一名網民聲稱，
「已買中5個號碼和強力球號碼6號」，他白

白錯失中獎機會。不過，有網民力撐彩球
未停定，理應無效。 ■《每日郵報》

紐強力球「撞走」買6號中空寶

西班牙最大主題公園Parque de Atrac-
ciones前日發生過山車追撞事件，一列剛
完成遊戲的過山車返回起點時未有煞停，
撞向另一卡準備出發的過山車尾部，造成
33人受傷，包括6名10歲以下小童，當中
27人須送院，主要是頸、背及胸腹受傷，
警方及園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該主題公園位於首都馬德里，於1969年

開幕，出事過山車車程全長450米，離地
最高達17.5米，最高速為每小時55公里，
過程中還會穿越瀑布。根據樂園官網，遊
客乘坐過山車時可戴上虛擬實境(VR)裝
置，是西班牙首個引入VR技術的過山
車。主題公園發言人表示，意外發生當天
早上，過山車通過每日例行安全檢查。

■法新社/美聯社

西國首設VR過山車追撞33傷

美「喪屍之父」病逝

■■鏡頭所見鏡頭所見 66 號球被攪號球被攪
出出，，但升起後卻遭撞走但升起後卻遭撞走。。

■■倫敦慶祝倫敦慶祝「「世界表情世界表情
符號日符號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活死人之夜活死人之夜》》劇劇照照

■■佐治羅米路深受佐治羅米路深受
「「喪屍迷喪屍迷」」愛戴愛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執政當局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會）向中國國

民黨追徵約8.6億元（新台幣，下同，約合2.2億港元），昨日繳款期限到期。黨產會發言

人施錦芳說，若國民黨拒繳，黨主席可能被限制出境或拘提。國民黨則表示已提出訴願和

行政訴訟，到時候「法院見」。

拒繳2.2億追款 藍營提行政訴訟
黨產會：移交法務部門 或限黨魁出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為了
解南沙太平島周邊海域水產動植物資源
現況和珊瑚礁生態變化，以建立「南沙
群島水產生物資訊暨資料庫」保育及維
護海洋資源，台「漁業署」委託「中央
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鄭
明修及其團隊，4月6日至5月19日前往
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海域進行水產資源
調查。鄭明修在公佈太平島調查的第一
手資料時說：「在東沙潛水20幾年來，
只看過1尾龍王鯛，這次在太平島1個半
月看到5尾，這最讓我驚喜，代表這裡

狀況真的很好」。
他介紹，調查團隊共發現41種太平島

新紀錄物種，包括1種魚類、11種藻類
和29種珊瑚，其中有12種是台灣珊瑚新
紀錄物種。特別是龍王鯛這已列入台灣
野生保育動物名錄的物種，在是次調查
發現了5尾，十分稀有珍貴。

驚喜見龍王鯛 證當地狀況佳
鄭明修稱，台灣綠島目前剩不到6隻

龍王鯛，過去他在東沙潛水，20幾年來
只看到1尾龍王鯛，這次在太平島1個半

月的調查過程，就看到5尾，從魚身大
小色斑不一樣，確定是不同隻，「這是
最讓我驚喜的，這代表這裡的狀況真的
很好」。
鄭明修表示，調查發現，太平島不僅
是生態最為豐富的天然島嶼之一，更是
南海珊瑚礁水產資源補充的種源庫。調
查團隊也觀察到不少食物鏈上層的肉食
性魚類，顯示太平島的魚類生態相當豐
富完整。他很榮幸能做這個調查，目前
只是初版調查報告，9月初會再做一些
調查，並向「漁業署」做簡報。

台學者太平島發現41新紀錄物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一項
研究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分層群集抽樣，並根
據城鄉區域選出台灣69所分佈在19個縣市
的學校，有1,352名小學三年級學生、1,297
名小學五年級學生和2,167名初中一年級學
生在家長及本人同意下進行臨床診斷會談。
結果發現近三分之一台灣少年兒童有精神疾
患需要專業評估、協助，更有3.1%的孩子
半年內有自殺念頭。
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當局衛生福利事務主

管部門委託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高淑
芬進行少兒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研究調
查的精神疾患包含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對立
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自閉症、情感性
疾患（持續性憂鬱症、憂鬱症）、焦慮症、
特定畏懼症、飲食障礙、睡眠障礙等。依盛
行率高低排序，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最高，
特定畏懼症次之，夢魘睡眠疾患、焦慮症、
對立反抗障礙症、自閉症等疾病盛行率都不
容忽視。研究又發現，在都市化程度高但家
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地方生活的孩子自殺傾向
更明顯。

台大調查顯示：
3.1%兒童有自殺念頭

黨產會調查「國民黨以轉賬撥
用等方式，取得公有房屋及

其基地並已移轉他人的追徵
案」，指國民黨以轉賬撥用方式
取得、並已移轉給第三人的「公
有特種房屋基地」，共有458筆是
不當取得財產，共獲利約 8.6 億
元。
施錦芳稱，黨產會上月中旬對此
作出行政處分，向國民黨追徵8.6億
元，昨日是繳款期限最後一天。若
國民黨拒繳，黨產會近期就會將此
案移交台當局法務部門行政執行署
執行。
施錦芳說，依「行政執行法」

規定，若國民黨不配合繳款，身
為法定代理人的黨主席，可能被
限制出境、拘提甚至被查封動產
與不動產。國民黨若不服處分，
收到處分書2個月內可提起行政

訴訟，不過黨產會還沒有收到行
政訴訟的通知。如果國民黨要走
司法訴訟途徑，黨產會也予以尊
重。
對黨產會追徵8.6億元巨款，國
民黨此前已表態拒繳。國民黨方
面強調，文件上只有「轉賬」，
沒有「撥用」，黨產會「轉賬撥
用」的說法是對國民黨的抹黑，
國民黨已經提出訴願和行政訴
訟，到時候「法院見」。

今辦婦聯會第二次聽證
民進黨當局在追查國民黨黨產

問題上，可謂毫不手軟，但凡有
一絲可能，都絕不放過。另一宗
與國民黨黨產有所關聯的台灣婦
女聯合會案，會在今日舉行第二
次聽證。主要爭點為婦聯會自
1950年4月17日成立時起，有無

受到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以及婦聯會是
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
黨實質控制。
黨產會表示，婦聯會主委辜嚴

倬雲不會出席聽證會，由副秘書
長汲宇荷帶隊出席，邀請成功大
學法律所教授蔡志方、東吳大學
法學院講座教授董保城等4名學者
進行辯護，以及邀請中華身心障
礙者職業技藝協會理事長陳土
金，說明婦聯會從事的慈善事
業。
在當局步步緊逼之下，婦聯會

在上周三（12 日）已經作出讓
步，所以提出為了社會和諧，取
信社會大眾對婦聯會監督的必
要，願意與當局商談，願意捐出
大量資金從事公益，並以適當的
方式接受政府監督。

台將解禁荷瑞日牛肉進口
最快9月中正式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當局衛
生福利事務主管部門昨日預告，經「食藥
署」派員到荷蘭、瑞典及日本實地查核後，
3國的牛肉將解禁，最快9月中旬正式公告
後便可輸入台灣。2003年，台灣當局頒佈
瘋牛症國家牛肉輸台禁令，禁止上述3國牛
肉輸台。
根據預告內容，來自這3國的牛肉產品必

須來自於一定月齡以下的健康牛隻，荷蘭的
牛肉須來自12月齡以下牛隻，日本和瑞典
則是30月齡以下；屠宰時要去除特定風險
物質，如迴腸末端、扁桃腺、神經結、脊
髓、脊柱等，且由合格工廠生產並由駐場獸
醫官監管、每批產品都檢附官方獸醫簽發證
明文件等規範。

■鄭明修表示，在太平島1個半月就看到5
尾龍王鯛最讓他驚喜。 視頻截圖

■■黨產會今日會就台灣婦女聯黨產會今日會就台灣婦女聯
合會案舉行第二次聽證合會案舉行第二次聽證。。圖為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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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
最快9月中
就能再次品
嚐和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