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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公里風速捲走房屋 亞拉巴馬州重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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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部多地前日連番遭受多個龍捲風吹襲，並在重災區的亞拉巴馬州

李縣造成最少23人死亡，包括一名8歲女童，另有多人重傷或失蹤，估計

死亡人數可能進一步上升。與此同時，鄰近的佐治亞州亦出現龍捲風及暴

雨，大量樹木及房屋被強風摧毀，多人受傷。
龍捲風吹襲美國南部多人死亡，重災區

之一史密斯站一家酒吧東主麥克布賴德憶
述，龍捲風來臨前，看到有垃圾在風中旋
轉，頓時心知不妙，立即駕駛貨車到附近
加油站暫避，稱倘若當時猶豫多10秒，貨
車便會被強風吹翻，形容自己作出正確決
定並得以保命，非常幸運。
麥克布賴德前往加油站暫避時，油站亦

剛好倒塌，油站員工查利逃了出來遇到麥
克布賴德，前者最初打算留守油站，但麥

克布賴德指正有另一股龍捲風來臨，最終
說服查利一同前往麥克布賴德的家暫避。
麥克布賴德的酒吧被龍捲風吹至只剩鐵

支架，桌椅等雜物散佈附近高速公路上。
另一重災區博勒加德居民惠特利表示，

龍捲風來臨時她急急帶着留在室外的狗回
家，「強風吹得玻璃碎裂，我聽到震動
聲，就像火車一樣，我感覺到它就在捲走
房屋。」

■綜合報道

見垃圾飛轉知不妙
酒吧東主及時脫險

美國國家氣象局指出，吹襲亞拉巴馬州
的其中一個龍捲風強度為EF-3級，即

龍捲風強度標準改良藤田級數6級中的第4
級，代表風速最高達每小時266公里，不但
會將地基較差的房屋連根拔起吹到遠方，即
使是結構較扎實的房屋也會受到嚴重破壞。

所到之處夷為平地
氣象雷達顯示，
亞拉巴馬州的龍
捲風約在下午
2時出現，
風暴直徑
約 0.4 公
里 ， 移
動距離
則達數
公里，
所 到 之
處均幾乎
被夷為平
地。
重災區是位
於亞拉巴馬州東
南部李縣的城鎮博
勒加德，距離州首府蒙
哥馬利約95公里，龍捲風令
鎮內一片頹垣敗瓦，瓦礫散滿一地，不少樹
木及電線杆被強風吹飛上天，博勒加德警方
派駐警車封鎖災區道路一帶，阻止記者入內
進行採訪。
李縣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接報後立即派
出150名救援人員前往災區搜索生還者，

並出動搭載熱能感應器的無人機從上空搜
索生還者，但由於現場環境危險，加上瓦
礫堵塞道路，搜救工作晚上一度暫停，至昨
晨才恢復。

50年來最嚴重災難
李縣警察局長瓊斯表示，這
是當地50年來死亡人數最

多的一場災難事故。
當地學校昨日停課
一天。
位於博勒加
德附近的史
密斯站亦受
到嚴重破
壞，一家
酒吧的屋
頂和牆壁
全部被龍
捲風吹走，
一座無線訊
號塔亦完全被
摧毀。
連同佐治亞州在

內，龍捲風一度導致
約4.2萬戶停電。

亞拉巴馬州州長艾維警告，
當地未來或需再次面對極端天氣，又宣佈延
長上月因水災而頒佈的緊急狀態令。
總統特朗普亦在社交網站發文，呼籲居

民注意個人安全，「期望上帝祝福所有傷
者、遇難者家屬和親友」。 ■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亞拉巴馬州前日遭到最少
兩個龍捲風吹襲，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氣象專家諾曼表示，
國家氣象局在當地時間前日下
午2時58分，向重災區李縣發
出首個龍捲風警報，5分鐘
後便收到傷亡報告，氣象

局在下午3時 38分

再發龍捲風警報，同樣在13分鐘
後接獲首宗傷亡報告，令外界質
疑氣象局通報得太遲。
今次是李縣首次遭受龍捲風吹
襲，但亞拉巴馬州過去已多次出
現過致命龍捲風，最嚴重一次是
2011年，造成超過200人死亡。

■綜合報道

5分鐘前警報太遲

英國首相文翠珊在脫歐協議再次交
國會表決前，突然提出一項名為「強
化市鎮基金」的計劃，動用16億英鎊
(約166億港元)支援倫敦以外的英格蘭
貧窮落後市鎮，不過由於受惠地區大
多屬於在野工黨的選區，文翠珊被質
疑是要藉此拉攏個別工黨議員支持協
議，有「買票」之嫌。

受惠多屬工黨選區
文翠珊表示，「強化市鎮基金」將

用於創造就業、提供再培訓、發展道
路及鐵路等基建項目。計劃明年起實
施，16億英鎊會分 4年批出，其中
2.81億英鎊(約29.1億港元)將投放至英
格蘭西北部，涉及54個工黨及20個保

守黨議席所在選區，另外2,500萬英鎊
(約2.59億港元)則會投放至東部地區，
涉及 7個工黨及 50個保守黨議席選
區。
文翠珊近期接連約見多名有意支持

脫歐協議的工黨議員，其中一名議員
弗林特透露，若工黨容許議員自由投
票，30名黨友將會投贊成票。
另一名議員約翰．曼則表示，下次

國會表決時會投票支持文翠珊，他強
調並非受新扶貧基金「打動」，但承
認計劃有助工業城鎮發展基建及再培
訓，以在英國脫歐後保持於歐洲市場
的競爭力。
保守黨議員沙普斯批評，政府新扶

貧政策集中在工黨選區，認為保守黨

選區亦有同樣需要。
工黨議員斯特林洛認為，扶貧基金

不足以爭取工黨支持，他強調是否投
票支持文翠珊協議，仍需視乎協議條
款，「我不會因為賄賂而轉軚」。

■綜合報道

德國總理默克爾屬意的接班人、執
政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黨魁卡倫鮑
爾，上周在一場演講上以雙性人使用
的洗手間開玩笑，片段在網上流傳
後，引來不少性小眾群體及其他政界
人士批評。
卡倫鮑爾在一個嘉年華活動上演講，

提到德國最近出現供雙性人使用的洗
手間，指這些設施是提供予「不知道
應站着還是坐着小便的男士使用」。

卡倫鮑爾言論引起台下觀眾哄笑，
但片段其後在性小眾網站queer.de及
twitter上廣泛流傳，惹來大量批評聲
音。
自由民主黨議員勃蘭登堡認為言論

令人難堪，指「不以攻擊少數群體來
開玩笑就有這麼難嗎？」社會民主黨
秘書長克林格拜爾亦指控卡倫鮑爾的
說法「完全不尊重雙性人」。

■法新社

文翠珊推160億扶貧基金
疑向工黨「買票」

雙性人洗手間開玩笑
默克爾接班人捱批

愛沙尼亞前日舉行國會大選，中間偏右的親
歐在野改革黨，意外擊敗由現任總理拉塔斯領
導、中間偏左的親俄中間黨，成為第一大黨，
但更令外界驚訝的是，主張愛沙尼亞脫離歐盟
的極右保守人民黨(EKRE)得票急增一倍多，成
為第3大黨。分析預料改革黨將與其他較小型
政黨合組聯合政府，黨魁卡拉斯將有望成為當
地歷來首位女總理。
選前民調原本顯示改革黨和中間黨支持率叮

噹馬頭，但最終改革黨得票達28.8%，較中間
黨多出超過5個百分點，兩者分別取得34和26
席。大打反移民和減稅牌的 EKRE則得到

17.8%選票，議席由選前的7席增至19席。
EKRE主張舉行脫歐公投，但該黨同時因為

反俄而支持北約在當地駐軍，並與改革黨一同
主張取消源自蘇聯時期的俄語教學。
愛沙尼亞1991年脫離前蘇聯獨立後，一直由

改革黨和中間黨輪流或聯合執政，其中改革黨
曾於2005年至2016年間長期掌權。今次大選
中，兩黨都盡力試圖阻止EKRE冒起，並同樣
表明不會與EKRE合作。分析估計改革黨稍後
可能與曾經合作的祖國與共和國黨聯盟及社會
民主黨聯合執政，但卡拉斯亦不排除與中間黨
合組政府。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愛沙尼亞料首誕女總理
極右成第三大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曉敏）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教師學院1日正式啟動首個以中國人命
名的高端講座——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余彭
年高端系列講座。講座開始前，教師學院院長
貝利與來自中國香港的余彭年慈善信託主席彭
志兵簽署了一項包括資助哥大教師學院耐挫創
新教育研究中心如何更好地把耐挫教育理念植
入到中小學的課程中去的研究。
據了解，余彭年慈善信託向哥大教師學院耐
挫創新教育研究中心捐款300萬美元。此次捐
贈是余彭年慈善信託首次海外捐贈，也是哥大
教師學院首次接受中國的捐贈。彭志兵希望通
過此次定向捐贈，助力林曉東領銜的耐挫教育
研究，使其最終形成教研成果。哥大教師學院
董事會主席呂克特說：「今天，我們慶祝與余
彭年慈善信託的合作夥伴關係，標誌着哥大教
師學院與中國的合作關係翻開新的篇章。」
哥大教師學院耐挫創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林

曉東在啟動儀式上說，該講座是全球傑出人士
分享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的講壇，每年舉辦一
次。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生物學家
沙爾菲是首場講座的主講人。

紐約哥大教師學院首接受中國捐款

■余彭年慈善信託資助紐約哥大教師學院。圖
為簽約現場。 主辦單位供圖

■■美國南部多地遭龍捲風美國南部多地遭龍捲風
連番吹襲連番吹襲。。 美聯社美聯社

■■史密斯站一家酒吧被龍捲史密斯站一家酒吧被龍捲
風吹至只剩鐵支架風吹至只剩鐵支架。。 美聯社美聯社

■■房屋受到嚴重房屋受到嚴重
破壞破壞。。 路透社路透社

■■文翠珊文翠珊

■卡倫鮑爾在演講上以雙性人使用的
洗手間開玩笑。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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