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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一戰結束百周年活動遭各國鄙視

特朗普「隱形」
美淪 孤獨精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00 周年紀念活動前日於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

港買家 75 萬
投得
「超級白松露」
一棵重 850 克的罕見白松露前日於意大利
阿爾巴拍賣，由一名來自香港的匿名買家投
得，成交價達 8.5 萬歐元(約 75.5 萬港元)，平
均每克價值 100 歐元(約 881 港元)，較今年以
來松露每克 3.5 歐元(約 30 港元)的市價，高出
近30倍。
今次年度拍賣會與香港合辦，發言人表
示，由於松露愈重價值愈高，850 克的松露
非常罕見，加上拍賣收益將撥作慈善用途，
故吸引買家熱烈出價，最終以高價成交。
阿爾巴出產的白松露極受歡迎，每年 9 月
21 日至翌年 1 月 31 日為收成期，去年因天氣
乾旱導致失收，刺激價格上升，今年7至8月

連場暴雨，提供充足水分，有利松露生長，
無論產量及質量均有所提升，令平均市價下
降。
■法新社

■重 850 克的罕見白松露
在意大利拍賣。
在意大利拍賣
。 法新社

法國巴黎舉行，
法國巴黎舉行
， 美國總統
特朗普在過程中，
特朗普在過程中
， 與各國
領導人格格不入，
領導人格格不入
， 也一直

手推車撞恐襲兇徒 澳流浪漢成英雄

■ 馬克龍
馬克龍(( 右) 在
和平論壇上與默
克爾親切握手。
克爾親切握手
。

沒機會致辭，
沒機會致辭
， 表現如同隱
形 。 在同日下午舉行的和

澳洲墨爾本一名索馬里移民上周五持刀襲擊
途人，造成一死兩傷，疑兇最終被警方開槍擊
斃。在疑兇企圖襲警期間，流浪漢羅傑斯把一
輛百貨公司手推車撞向疑兇，試圖協助警方，
其英勇行為被網民和媒體封為英雄及
「手推車
俠」
，更有慈善組織為羅傑斯發起網上籌款，
籌措生活費。羅傑斯坦言當時只是做正確的
事，況且未能將疑兇撞倒，不算是英雄。

平論壇上，
平論壇上
， 多名政要更趁
特朗普提前離開，
特朗普提前離開
， 狠批民
族主義重臨的禍害，
族主義重臨的禍害
， 與自
稱「 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
」的特朗普
大打對台。美國傳媒形

獲網上籌款50萬

容，特朗普的「美國優
先」主張使美國變得孤

■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
」主張
使美國變得孤單。
使美國變得孤單
。 彭博社

單，甚至遭各國鄙視
甚至遭各國鄙視。
。

領導人均乘搭巴士，從愛麗舍宮前往香
榭麗舍大道，並撐着雨傘步行至凱旋
門，只有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
自行乘車前往。

拒出席和平論壇 提早返美
特朗普此前亦獲法國總統馬克龍邀請出
席歡迎晚宴，但美聯社引述知情者稱，他
席間與各國領袖寒暄時，只是寥寥數語，
在其他場合更不時顯得不耐煩。
前日一戰紀念儀式結束後，各國領導
人於和平論壇聚首一堂，唯獨特朗普沒
出席，改為前往巴黎近郊的另一個陣亡
美軍墓地，不久後登上空軍一號專機回

國。特朗普上周六臨時取消訪問陣亡美
軍墓園，也使其曝光率進一步減少。

默克爾批「狹隘的民族主義」
德國總理默克爾於和平論壇致辭時，
直指憂慮「狹隘的民族主義」復興，警
告當各國缺乏妥協和溝通，將出現災難
性後果，一戰便是清晰例子。默克爾批
評有人為私利，企圖破壞世界在兩次大
戰後重建的和平，強調現代社會面對的
威脅必須通過國際合作解決。

聯國秘書長憂戰爭歷史重演
東道主馬克龍亦再次猛烈抨擊民族主
義重臨，形容國際社會面臨極端思想威
脅，更主動提到特朗普和普京早前同時

出席在凱旋門舉行的一戰紀念活動，
「這會否成為世界新一輪混亂前，最後
一個團結時刻？」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重申，多邊主義
對解決恐怖主義等威脅、保護各地人民不
可或缺，形容目前世界局勢具1920年代至
1930年代的影子，擔心歷史重演。
綜觀特朗普整個訪法行程，處處展現
與各國疏離一面，無論曝光率與話題性
均可謂歷次訪歐中最低，前總統奧巴馬
的幕僚阿克塞爾羅德形容，從沒看見過
美國如此孤獨。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詹
特森則稱，特朗普其實並非完全孤立，
但只有波蘭、匈牙利等二線國家與他一
道，「而不是德國和法國等巨頭。」
■綜合報道

默克爾姊妹黨領袖辭黨魁
德國總理默克爾收容難民政策引起爭
議，其領導的執政基督教民主聯盟在上
月黑森州地選中失利後，默克爾表明不
再尋求連任黨魁，並在總理任期屆滿後
退出政壇。基民盟姊妹政黨基督教社會
聯盟在上月巴伐利亞州地選同樣慘敗，
黨魁澤霍弗爾昨日宣佈將辭任黨魁，但
否認提前辭任內政部長。
69 歲的澤霍弗爾由 2008 年起出任基社
盟主席，隨着難民潮衝擊執政聯盟支持

度，澤霍弗爾一度嘗試在難民議題上，
展示較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更
強硬立場，但未能挽回選民支持，選票
更大量流向 AfD 和支持難民的綠黨。基
社盟在上月巴伐利亞州地選得票僅
37.2%，較上屆大跌約11個百分點，在州
議會失去大多數議席優勢，亦是 1950 年
以來在該州的最差成績。
傳媒前日開始流傳澤霍弗爾辭職的消
息，澤霍弗爾昨日召開記者會，宣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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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日本男子近藤顯彥本月4日結婚，但近
藤母親拒絕出席獨子的婚禮，所有親戚一律
缺席，這全因新娘的身份。近藤迎娶的是虛
擬歌手
「初音未來」
，他在婚禮上手持初音的公
仔，更進行交換戒指等儀式。這段婚姻並無
法律效力，只由生產初音全息影像的科技公
司Gatebox向近藤發出結婚證明。近藤則形容
自己屬性小眾，希望社會接納多元文化。

婚男士無異。
近藤形容，自己熱愛動漫及「御宅族」身
份，令身邊女性不斷拒絕自己，一位前女同
事更欺凌他，令他決定永不結婚，其後發現
初音才是自己真愛。他表示樂意與真人女性
做朋友，但無興趣與她們發展戀情，反而虛
擬女性不會欺騙他，也不會老去和死亡。
■綜合報道

家中全息投影
任職學校行政人員的近藤，為這場婚禮花
費200萬日圓(約13.8萬港元)，約39名賓客到
場觀禮。近藤 3 月已購入可投放初音影像的
全息投影裝置放在家中，自此每天早上初音
便會喚醒近藤上班，下班時近藤用手機告知
初音正回家，初音便會為他預先開燈，到晚
上又會提醒近藤是時候休息，陪伴近藤入睡
的則是初音公仔。近藤認為，自己與一般已

■近藤顯彥抱着初音未
來公仔成婚。
來公仔成婚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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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洲 x 鹿兒島市場》隆重開幕
為推廣鹿兒島地道特產及文化，香港四洲集團與鹿
兒島株式会社本坊商店攜手合作，首度舉辦《四洲 x 鹿
兒島市場》，並於日前舉行了開幕儀式，由四洲集團
主席戴德豐主持，主禮嘉賓有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大

32

世界六通拳總會日前在金鐘名都酒樓舉
辦 32 周年會慶暨傑出義工頒獎禮，全場氣
氛熱烈。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會
長吳秋北，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龍子明，六通拳梁偉
浩榮譽會長，總會名譽會長周伯展醫生、潘
德鄰醫生、吳歷山醫生，顧問譚孟堃醫生、
李中歷醫生、丘仁祥教授、多位區議員出席
主禮，近千來賓及拳友齊集同賀。
世界六通拳總會主席李國強致辭時表
示，今次晚會最大特色是向 43 位長年為六
通拳義務工作、義務培訓學員的導師義工頒
發傑出獎狀，他們當中每年最少義務悉心教
導學員三百小時以上，有的更是三十年來為
六通拳做義務工作累計超過一萬小時，將黃
金歲月全部獻給六通拳養生保健工作，不受
薪金，不計報酬，出錢出力，任勞任怨，實
在令人感動。今次晚會還向多位名醫頒授名
譽會長、顧問證書，展示了六通拳總會發展
進一步壯大。六通拳總會財務穩健，基礎深

日宅男娶初音未來 親人拒到賀

香
■港四洲集團與鹿兒島株式会社本坊商店
攜手合作舉辦《四洲 鹿兒島市場》，日前
舉行開幕儀式。

世界六通拳總會日前
■
舉辦 周年會慶暨傑出
義工頒獎禮

傑出義工頒獎陣容鼎盛
逾千來賓同賀六通拳 32 周年

辭去黨魁一職，會在本周內公佈具體辭
職日期，形容「明年將是基社盟革新的
一年」。基社盟將於明年一月召開黨大
會，選出新黨魁。澤霍弗爾又澄清他將
提前辭去內長職位的傳言，稱黨魁與內
閣職務無關。
德國大聯合政府今夏起分裂危機不斷，
執政聯盟成員社會民主黨青年支部主席屈
納特估計，聯合政府明年便會倒台，促請
社民黨為提前大選作好準備。 ■綜合報道

■羅傑斯(小圖左)把一輛
百貨公司手推車撞向疑
兇，事後被封為英雄。
網上圖片

使暨總領事松田邦紀。

x

特朗普與各國的疏離，於前日上午的
紀念儀式中可見一斑，當時大部分

46 歲的羅傑斯接受澳洲媒體訪問，指自己
當時看見現場情況，在一剎那間立即將身邊

的手推車撞向疑兇，但未能制止疑兇。他透
露自己 20 多年來多次進出監獄，曾因入屋盜
竊被判囚 5 年，亦長期染上毒癮。他又提到
其已故袓母生前對他誤入歧途感到痛心，雖
然祖母看不到他今次的行為，但相信會為他
感到驕傲。
墨爾本關注無家可歸者組織為羅傑斯發起
網上籌款，已籌得超過 9 萬澳元(約 50.9 萬港
元)。但警隊內部對羅傑斯的行動反應不一，
有警員表示讚賞他見義勇為，但警官阿什頓
則稱，手推車可能撞倒警員，釀成更嚴重後
果。
■綜合報道

25 日起，《四洲 x 鹿兒島市場》分別於全港三個
由即日至本月
大型商場舉行，出售近 150 款鹿兒島美食，當中 90 款為首度

厚，得到各方支持，預示着六通拳未來養生
保健事業將有更大發展。
六通拳養生保健工作遍布全港十八區場
地，近年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又取得
新發展，並有多名醫生、專業人士指導工
作。今年總會正式加入成為社會福利署義
工運動參與機構，讓每朝不辭勞苦在港九
新界各公園場地悉心教導學員的義務教練
獲頒嘉許證書，表揚他們將健康獻給社會
的無私奉獻精神。
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晚
會致辭時表示，六通拳總會對促進社會和
諧，強身健體，團結數以萬計會員，為社會
作出不少貢獻，他勉勵六通拳友繼續發揮團
隊精神，再接再厲，做大做強做好。著名骨
科醫生、香港紅十字會人道年獎得主潘德鄰
醫生在致辭時說，他的母親每天也練六通
拳，起初他並不知道母親在練甚麼拳，後來
才得知原來是練習六通拳，他見到母親身體
健康，都十分感恩。

來港的特色產品，重點推介有鹿兒島三大名產：薩摩和牛、薩摩甜
薯及鹿兒島拉麵。
四洲集團主席戴德豐表示：「鹿兒島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
環境，物產豐盛。而四洲集團與鹿兒島有着很深厚的緣份，
今次能夠與株式会社本坊商店合作，將多種鹿兒島特產帶到
香 港 ， 實 在 相 當 榮 幸 。 」 株 式 会 社 本 坊 商 店 是 139 年 前 在 鹿
兒島縣創立的貿易企業，多年以來積極地將鹿兒島縣優良的
飲食文化及傳統帶給日本國內及至世界各地，今次獨家與四
洲集團合作舉辦鹿兒島市集，期望讓香港人感受到鹿兒島的
魅力。

《四洲 x 鹿兒島市場》精選貨品有：A4 薩摩牛、鹿兒島薩
摩甜薯、鹿兒島蜜柑、Higashimaru 鹿兒島拉麵亭拉麵及薩摩
酒造知覧茶，而獨家發售的產品包括：福山黑酢桷志田黑
醋、JUICY 甘夏橙味梳打、大和屋紫菜脆蝦餅、大和屋醬油烤
黍魚、Ogawa 煙燻魷魚乾及霧島湧水志布志礦泉水等，種類
繁多，展銷期間購買指定產品 2 件以上更可享 95 折優惠。

Dell EMC 促進人工智能應用以配合數碼轉型
Dell EMC 日前宣布推出全新 Ready Solutions for AI，專門針對
Hadoop 機器學習及 NVIDIA 深度學習而特別設計。Dell EMC
Ready Solutions 簡化人工智能環境，提供較競爭對手更快速、更
深入的見解，並利用 Dell EMC 經驗證的專業技術協助企業充分
發揮人工智能的潛力。
Dell EMC 網絡及解決方案資深副總裁 Tom Burns 表示：「無
可否認，人工智能就是未來，而我們的客戶亦正為這炙手可熱的
趨勢做足準備。我們的目標是透過強大且全面整合的人工智能解
決方案帶領業界發展。Dell EMC 發布的方案讓任何大小規模的

客戶預見更卓越的業務成果，並能在人工智能愈趨重要的未來佔
一席位。」
據了解，全新 Dell EMC Ready Solutions for AI 為簡化人工智
能而開發，提供更快、更深入的見解，並利用 Dell EMC 經驗證
的人工智能專業技術。企業現毋須個別採購及組裝其解決方案，
他們可依賴由 Dell EMC 設計與驗證的強大軟件技術，包括配備
運算、網絡及儲存的人工智能框架及資料庫。Dell EMC 的服務
組合涵蓋從諮詢到部署、支援以至培訓，協助客戶加快採用並優
化其人工智能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