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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公布，在近1.33億張有效選票中，
維多多取得近7,100萬票，普拉博沃則拿下約

6,258萬票；整體投票率為70.7%。維多多所屬鬥爭
民主黨主席梅加瓦蒂22日宣布其政黨勝選。

10月就職 普氏黨員稱非退選
結果公布前，普拉博沃22日突然宣布選舉出現

「大規模、有組織和系統性」舞弊，批評選舉不公
和不民主，又稱選委會不公平或透明度低，沒恰當
處理違規問題。「我們拒絕接受違法的2014年總統
大選，因此我們退出正進行的選舉程序。」他同時
下令其正在監票的工作人員離開。
外界普遍預期，普拉博沃會就選舉結果向憲法法
院上訴，根據選舉法令，不滿選舉結果的候選人可
於3天內向憲法法院提出選舉訴訟，法院將於8月
審理，並於8月22日前裁決，新總統將在10月20
日宣誓就職，任期5年。不過普拉博沃競選團隊發
言人表示，由於他們已退出選舉程序，因此不會上

訴。普拉博沃領導的大印尼行動黨一名黨員則稱，
普拉博沃並非退選，只是退出點票程序。

3000警防亂 300普氏支持者示威
當局22日動員逾3,000名警員在雅加達選委會總

部外戒備，並部署裝甲車和水炮，同時將雅加達市
中心附近道路封閉，防止選舉結果觸發示威衝突。
約100名普拉博沃支持者在選委會約300米外和平

示威，高叫「普拉博沃是真正總統」的口號，呼籲
選委會停止舞弊。
53歲的維多多出身基層，作風親民，愛穿便服，

會定期到訪雅加達貧民區，因此深受民眾愛戴，投
資者亦普遍歡迎他勝選，憧憬他能有效改善國家經
濟。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印尼大選當選人維多多雖然民望高企，但最大弱點
是欠缺外交經驗，外界預料他上任後將會沿用現任總
統蘇西洛的外交政策，並會加強參與中東事務，對外
建立強勢形象。祖籍福建的現任旅遊與創意經濟部部
長馮慧蘭表示，相信新政府將繼續推進與中國的雙邊
關係，加強投資、經濟及旅遊合作。
傳媒估計，維多多將會邀請蘇西洛任內前外長維
拉尤達的門生出任外長，繼續蘇西洛的外交路線。

蘇西洛在維拉尤達的輔助下，先後帶領印尼加入二
十國集團（G20），並主辦峇里氣候談判。

或更挺巴勒斯坦 聖戰分子回流機會減
維多多可能會加強對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外交，他
上月就曾說過計劃於上任後在巴勒斯坦設立印尼大
使館。印尼一直低調支持巴勒斯坦，若設立使館，
將是有關路線的一大改變。

與很多穆斯林國家一樣，印尼同樣面對一眾「海
歸」激進聖戰分子的威脅，目前估計就有最少50名
印尼籍聖戰分子身在敘利亞，他們很可能把在中東
學到的戰爭技巧和極端思想帶回國，繼續聖戰活
動。分析指，加強支持巴勒斯坦或有助印尼獲得其
他阿拉伯國家幫助，減少聖戰分子回流機會，有助
平定國內暴力衝突。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法新社

維多多料隨蘇西洛路線 加強參與中東事務

普拉博沃退選
得票46.85%

維多多勝出
得票53.15%

維多多當選印尼總統
蘇哈托前女婿退選 指舞弊擬提訴

選舉委員會公布，在近1 33億張有效選票中，

印尼歷來最激烈總統選舉結果 22 日

出爐，有「印尼奧巴馬」之稱的雅加

達省長維多多，以 53.15%得票率勝

出，壓倒得票 46.85%的對手、前總統

蘇哈托前女婿普拉博沃。然而在結果

公布前夕，普拉博沃指選舉舞弊，宣

布退選，並對結果提出法律訴訟。分

析認為，儘管普拉博沃翻盤機會渺

茫，但或令印尼長期陷入政治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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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候選人普拉博沃表明拒絕
承認選舉結果，令局勢不穩，拖累印
尼股市從13個月高位回落，22日一
度跌2.2%，錄得兩個月來最大跌幅，
印尼盾亦下挫0.6%。世界銀行印尼辦
公室日前發表《印尼經濟季刊》，將
印尼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5.3%下調至
5.2%，指物價疲弱及信貸條件收緊限
制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新
政府將困難重重。
世銀指出，新政府短期內需解決
財政赤字擴大、本幣貶值，以及國
際油價高企令燃油補貼開支大增等
問題。此外，政府收入佔GDP比

率由2011年的 16.3%降至去年的
15.3%。報告建議需控制財赤不高
於GDP的2.4%。

新政府難推動經濟
新政府將面對的長期挑戰是處理
貧富懸殊。過去10年印尼貧窮人口
大幅減少，但近年有減慢趨勢，貧
富差距逐漸擴大。在2002年，最富
裕10%家庭較最貧窮10%家庭的消
費多6.6倍，但去年已升至10倍。
多年來低下階層勞工工資仍維持低
水平，難以脫貧。

■世界銀行網站/中央社

印尼股匯挫 世銀下調增長預測

印尼大選候選人之一普拉博沃拒絕
承認結果，可能會觸發支持者動亂，
重演1998年排華慘劇。總統蘇西洛早
前已警告這情形或會出現，雅加達一
家旅行社的經理達爾馬迪也說，因為
擔心局勢惡化，已暫時到新加坡暫
避。為應對可能爆發的動亂，選委會
上周六安排3,100名警員演習，預防
突發事件。
1998年，印尼經濟接近崩潰，通
脹高達45%，民眾不滿食品及燃料
價格飆升而上街示威，要求時任總
統蘇哈托下台，但蘇哈托拒絕，最
終演變成大規模排華動亂，造成超

過1,250名華人死亡，蘇哈托因而
下台。
是次大選選情激烈，兩派支持者
對 立 ， 印 尼 銀 行 PT Bank
Danamon經濟師尤斯京娜指出，一
旦爆發衝突，民眾情緒必定惡化，
即使普拉博沃承認落敗，支持者也
不一定能接受結果。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菲奧娜
表示：「很難排除不會重演動亂，但
規模會細很多，因即使爆發衝突，軍
警已做好準備，加上蘇西洛會盡量確
保在任最後數月安全過渡。」

■彭博通訊社

軍警戒備 恐重現排華動亂

■警方在選委會外
大規模戒備，以防
爆發騷亂。 美聯社

38歲的阿曼達身高6呎3吋，擁有44DD Cup巨胸、下圍達63吋，是名副
其實的豐乳肥臀，她的工作跟傳統模特兒不同，並非穿上衣飾在鏡頭前

擺甫士，而是向喜歡大碼女士的男子提供另類的「壓搾」服務，用自己龐大的
身軀坐、壓、擠及摔倒他們，又或是單純的與他們逛街。

曾遇重病客要求壓死
阿曼達強調自己不會與客人發生性行為，不過曾遇過身患重病的客人
要她壓死對方，她當然拒絕。她非常滿意自己的外形，在微博twitter形容
自己：「亞馬遜女戰士的身高、大碼美女的體形、渾然天成的尤物。」

■《每日鏡報》

收錢「壓搾」小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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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兒向來給人高挑纖瘦印象，但重達127公斤的美國模特兒亞馬遜．阿
曼達卻走非主流路線，以超大碼身形作招徠，吸引很多矮小男士專程付款請
她用龐大身軀壓在自己身上，享受「泰山壓頂」的另類快感。

■阿曼達會用身軀坐、壓、擠及摔倒
顧客，又或是與他們逛街。 網上圖片

■陪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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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女戰士

入英詞典
隨着時代轉變，常用

語言亦會起變化。英國
老字號的《錢伯斯詞
典》在最新第13版中，加
入1,000個新詞及短語，當
中包括多個與兩性關係有關
的詞句，亦有社交網站常用潮
語及簡化詞。

英國人對兩性關係態度
轉變，加上同性婚姻合
法化，《錢伯斯詞
典》重新定義「mar-
riage」 （ 婚 姻 ） 、
「husband」（丈夫）

及「wife」（妻子）等字，如
「marriage」的解釋由「一男
一女結合」變成中性詞「兩人
結合」。
新加入的「sexting」，意

指露骨色情短訊；源於電影
《戀搞好朋友》的英文名稱

後普及的「friends with benefits」，意指「炮友」，
即有性關係的朋友；「date night」指夫婦撇下孩子去
約會；社交網站常用語如「yolo」是「you only live
once」（人只活一次）的縮寫。
《錢伯斯詞典》第一版於1872年出版，以涵蓋較
其他字典更多更特別的字詞而聞名。

■《每日郵報》

「色情短訊」「炮友」

是名副
並非穿上衣飾在鏡頭前

用自己龐大的

不過曾遇過身患重病的客人
形容

渾然天成的尤物
每日鏡報

吸引很多矮小男士專程付款請

亞馬遜女戰士

法國酒店「由你定價」
暑假去旅行酒店特別貴？法國巴黎5家酒店日前開
始實驗項目「由你定價」，住客認為值得付多少就付
多少，計劃為期3周，至下月10日，遇着吝嗇鬼不就
大虧本？

非遊客區 僅兩三間房防蝕本
巴黎酒店出名房間小、價格高，酒店總裁杜瓦爾便
想出由住客定出合理價格，試驗是否可行。參與計劃
包括第9區和第11區的3、4星級酒店，地點稍為遠離
遊客區，酒店老闆都對計劃有信心，認為住客不會濫
用計劃。若試驗結果正面，酒店會考慮延長計劃。
不過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由你定價」優惠，只有之
前已在特定網站訂房的旅客才有幸參與，而多數酒店
只預留了兩三個房間配合計劃，保障不會大蝕本。

■法新社

異食癖三姊妹 最愛蠟燭雜誌瀝青
英國布拉德福德三姊妹的飲食喜好異於
常人，52歲的大姊韋羅妮卡愛吃熱瀝
青，她的兩名孖生妹妹都遺傳了異食基
因，50歲的墨菲愛吃蠟，自幼至今吃
過300支蠟燭，最喜歡的是芝士的
蠟封包裝，甚至生日時不吃蛋
糕吃蠟燭。另一名妹妹史
密斯則喜歡「咬文嚼
字」，截至上月為
止，她一生人已吃掉
6,000多本書，其中
英國小報《太陽
報》更是她最愛吃的
讀物。
■英國《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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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她最愛吃的

太陽報》 ■墨菲（左）至今吃過300支蠟燭，史
密斯則吃掉6,000多本書。 網上圖片

■「friends with benefits」意指「炮友」，即有性
關係的朋友，源於電影《戀搞好朋友》的英文名。

■《俄羅斯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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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俄羅斯方塊
今年是經典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30周

年，英國倫敦日前有1,500名粉絲聚首一堂，
扮成不同形狀和顏色的俄羅斯方塊，在會
場高速移動，模仿遊戲效果，有
望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網上圖片

入英詞典「色情短訊」「炮友」

是名副
並非穿上衣飾在鏡頭前

用自己龐大的

不過曾遇過身患重病的客人
形容

渾然天成的尤物。」
每日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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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很多矮小男士專程付款請

亞馬遜女戰士

入英詞典「色情短訊」「炮友」

■■■《《《《《俄羅斯方塊俄羅斯方塊俄羅斯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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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俄羅斯方塊人肉俄羅斯方塊
今年是經典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30周

年，英國倫敦日前有1,500名粉絲聚首一堂，
扮成不同形狀和顏色的俄羅斯方塊，在會
場高速移動，模仿遊戲效果，有
望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網上圖片

環球 SO 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