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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築橋樑不建圍牆 愛巴人如鄉里

以 19 歲反戰女
拒參軍判囚

防軍報到服役，阿拉伯人可獲豁免。男性須服役兩
年 8 個月，女性則為兩年。約 25%徵召對象最後未
入伍，大部分無須服役者是猶太教正統派教徒。政
府甚少同意以「和平主義」的理由批准免服役申
請。報道指，部分強硬左翼分子也會拒絕服役，他
們可被判囚3個月至一年半。

嚴格徵兵制度，很多年輕人剛成年
就服役，19 歲少女諾亞則是一
個例外。她年幼時夢想成為戰
機機師，長大後目睹戰爭的殘
酷，不齒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

不堪暴力成社會常態

人土地，毅然拒絕參軍，因此

諾亞小時候渴望加入國防軍成為機師，2014 年加
沙戰爭改變了她的看法，意識到以色列小孩在充斥
憎恨和恐懼的氣氛成長，暴力是社會的常態。諾亞
赴意大利留學時，結識了巴勒斯坦人、約旦和其
他國家的朋友，從新角度了解他們的故事。
以國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圍牆防範巴人武裝組
織攻擊，同時令巴勒斯坦平民生活困苦。諾亞
說︰「我對家鄉朋友的愛，與我對巴人朋友的
愛一樣。我不能加入軍方壓迫其他國家。相較
於建牆，我更相信建橋。」軍方一個月前判她
■諾亞 監禁，只可每兩周見家人一次。 ■《獨立報》

身陷囹圄，更遭外界扣上
叛徒的帽子 。然而她
堅持「寧築橋樑、不
建圍牆」，相信化解
衝突、達至真正和
平，並非只有訴
諸殺戮。

見證納粹屠殺 113 歲最長壽男離世
去年獲《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確認
為全球最長壽男性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
克里斯塔爾，前日與世長辭，享年 113
歲，遺下兩名孩子、9 個孫兒和 32 名曾
孫。
以色列傳媒報道，克里斯塔爾於其 114
歲壽辰前 1 個月辭世。他 1903 年 9 月 15
日出生於波蘭托爾努夫，較萊特兄弟完
成人類首次動力飛行還要早 3 個月。他於

一戰後移居羅茲，在家族經營的糖果廠
工作，娶妻並生下兩名孩子。在二戰期
間，克里斯塔爾被送進奧斯威辛－伯肯
諾納粹集中營，離開集中營時體重僅剩
37 公斤。他後來移居以色列，開設一間
糖果店。
克里斯塔爾去年 3 月獲確認為世界最長
壽男性，他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家中
領取證書時，並沒公開長壽原因，「我

德女廁尿兜「站着小便」惹爭議

尿兜普遍是男廁獨有設施，但為推動男女
平等，德國柏林當局建議在市內女廁安裝尿
兜，計劃引起公眾爭議，有婦女疾呼「為什
麼政府要我站着小便？」
柏林環境部門早前發表題為「柏林廁所概
念」
的 99 頁研究報告，建議
「提供適用於所有
性別的尿兜」
，當中在女廁加裝尿兜更可讓柏

林展示創意。蓋爾森基興大學教授兼廁所設
計專家德米里茲，早年曾與團隊設計女性尿
兜，並在大學安裝製成品，尿兜裝在設有門
的廁格內。德米里茲指，女性尿兜的另一優
點是慳水，因調查顯示女性使用傳統坐廁時
通常會沖水3次。
■《每日電訊報》

疑俄黑客襲歐酒店 WiFi 竊政商機密

18 歲的猶太
以色列號稱全民皆兵，所有年滿
人、少數民族德魯茲人和切爾克斯人都要向國

中東以巴戰火不斷，以色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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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長壽秘訣，我相信每件事上天自有
安排，我們不該探究原因。」 ■法新社

■克里斯塔爾
克里斯塔爾((右)

網絡保安公司FireEye前日表示，一個與俄
羅斯政府有關的黑客組織，上月入侵歐洲多
間酒店的 WiFi 網絡，目標是入住酒店的西方
國家企業及政府人員，竊取他們的登記資料
及其他敏感資訊。俄國政府否認指控。
FireEye 指入侵酒店網絡的黑客組織名為
APT 28，與俄國軍事情報局(GRU)有連繫。
黑客上月初向位於歐洲首都城市的最少 6 間

酒店及中東一間酒店，發送載有惡意軟件的
預約文件，令酒店電腦網絡受 APT 28 專用
的惡意程式 Gamefish 感染。APT 28 繼而遙
距控制酒店WiFi ，盜取目標人物的密碼及財
務資料等敏感資訊。惡意程式與早前肆虐全
球的勒索軟件 WannaCry 同樣利用「EternalBlue」漏洞。FireEye 未有透露哪些酒店遭入
侵，亦未察覺有客人資料被盜。 ■路透社

遭非禮被控誣告 Taylor Swift勝訴爆喊

美國樂壇天后Taylor Swift指控科羅拉多州
前電台唱片騎師米勒非禮，米勒則反控對方
誣告，令他被「炒魷」，喪失年薪 15 萬美元
(約 118 萬港元)的工作。法官前日裁定米勒敗
訴，指米勒被解僱是電台的決定，與 Taylor
無關。Taylor 聞判後喜極而泣，與家人及律
師團隊在法庭內擁抱慶祝。
這宗誣告訴訟源於 2013 年的非禮案，Taylor 當時出席演唱會前一個粉絲見面會，有份
出席的米勒被指趁合照時，偷摸 Taylor 臀
部，後者向米勒任職的 KYGO 電台投訴，米
勒因此被炒。米勒堅稱無辜，入稟地方法院

向 Taylor 索償。Taylor 前保鑣登特前日作供
時稱，看到米勒伸手入 Taylor 裙底，Taylor
的短裙被掀起，她整個人彈起。登特又指，
肯定當時米勒曾喝酒。
■法新社/路透社

■ 米勒
米勒(( 右) 涉
伸手入 Taylor
裙底。
裙底
。

謀利潤濫收生 英大學質素降

英國大學收生時會發出
「正式錄取」
和
「有條 「正式錄取」通知書的數目大增，以伯明翰大
件錄取」
兩種通知書，後者代表申請人成績可 學為例，由 2012 至 2013 年度的 1,003 份，到
能要達標或滿足其他要求，才被正式錄取。 2016 至 2017 年度急增逾一倍至 2,471 份。英
不過英國部分大學近年放寬「有條件錄取」標 國大學統一學生申請機構 Ucas 的報告指出，
準，濫收學生以追求最大利潤，造成學生及 大學通常在高考放榜前向部分學生發出「正
式錄取」通知，但他們的成績往往不如預
教學質素下降。
調查顯示，自前年英國大學收生數目限制 期，令不少名校的優秀學生數目下降。
■《每日電訊報》
解除後，「羅素大學集團」轄下多間大學派出

金色記憶 獻禮香港回歸二十 周 年
《香港回歸二十 周 年》紀念金冊（套裝）珍藏紀念品

全 球 耀 世 首 發
彈指一揮間，香港回歸祖國已經二十年。 二十年來的風雨
兼程、榮辱與共，內地與香港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
其中，需要銘記的，不僅是今日的榮光，還有昨天的曲折；需要
珍藏的，不僅是時代的印記，還有可以傳承的祖國同心。
為紀念這永載世界史冊的一個個瞬間，銘記歷史，共望未
來。特推出《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金冊（套裝），內有《香
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金冊一本、一代偉人鄧小平紀念金章一枚
和《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玉印一枚。

權威認證，宜藏宜禮

《香港回歸二十 周 年》紀念金冊

鄧小平紀念金章

范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金冊由中國著名書法家範曾題寫
書名，內文為48頁金紙，材質均為足金999，採用了中藝金像黃金
納米影像獨家專利打造而成，將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所發生的大
事，再現於特製黃金材質之上，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作了重要
見證，收藏價值彌足珍貴。

《香港回歸二十 周 年》玉印
一代偉人鄧小平紀念金章，由鄧小平故居陳列館
授權製作，選取銀行足金金錠（ AU999），重量為
20克。金章製作工藝精美，肖像部分使用貴金屬八色
彩印專利技術印製，讓偉人風貌栩栩如生、極具藝術
感染力。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玉印，材質選取優質白玉，章底為：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由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隸書專業委員會副
主任、中國軍事博物館書畫研究院副院長張繼設計印稿，由篆刻
大師精心刻制。

·全球總經銷：大河貞寶、金利福珠寶集團
(香港收藏熱線 上午10:00—下午6:30)

封印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珍藏、記憶和傳承於未來。讓一
代代兩岸同胞在時代大潮流中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金冊套裝由香港新華集團編輯
出版，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鄧小平故居陳列館監製，並由
中藝金像科技股份公司出品，深圳大河貞寶文創產業有限公司
發行；並由國家金銀製品品質監督檢驗中心檢測，中國收藏家
協會收藏，並出具權威鑒定證書。
為了製作品質極佳的紀念金冊，中藝金像使用99.9%的足金
相紙（6克黃金才能做成1克黃金相紙），由具有較高動能的金
原子堆積排列而成，其金層的結構緻密，外觀平整，均勻，光
亮，具有強度高，韌勁足，不變色，防潮防蛀等特性，黃金影
像成品色澤亮麗，畫面流金溢彩，高貴、古典、雅致。在貴重
金屬的印製技術上是前所未有的創新。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金冊（套裝）是精美的系列
限量紀念珍藏品，不但擁有優良的品質，精湛的工藝，同
時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彌足珍貴，極具歷史價值、藝術
價值、文化價值和收藏價值。

·全球統一零售價：人民幣 38600元 港 幣

00852 - 94840110 孔先生

39800元

(內地收藏熱線 上午9:00—下午6:00)

400 - 616 -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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