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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德國《明鏡周刊》
報道：德國婦女權益活動人士要求移
走一家滾石博物館男洗手間中的女性
唇形尿兜。博物館主人否認這些尿兜
有侮辱成份，同時保證會讓它們一直
待在原處。

德國北部城鎮呂肖的婦女，對當
地一個紀念滾石樂隊的博物館中兩個
尿兜的設計表示不滿。這些尿兜設計
成紅唇的形狀，跟這支傳奇樂隊的標
誌相似。

當地活動人士羅達．安布里斯特
則希望移走這兩個尿兜： 「這是對女
性的歧視。它們看起來跟女人的嘴巴
一樣。」

這家博物館由一位 62 歲的退休銀

行家烏利．施勒德創辦，他收集滾石
的紀念品已有數十年了。他對批評的
回應可以說是具有挑釁性和毫不後悔
的。 「那既不是男人的嘴巴，也不是
女人的嘴巴，那是藝術品。它們價格
非常昂貴，會一直待在原地，這事完
了。」

這些尿兜由荷蘭女藝術家 Meike
Van Schijndel 設計，之前也引起過爭
議。因為曾遭人投訴，紐約一間洗手
間中已經將它們移走。

鎮長赫伯特．施韋德蘭則嘗試調
停事件。 「不能用個人品味和藝術進
行爭辯，每個人對它都有自己的看法
和結論。覺得不喜歡的人避免接觸它
們就好了。」

滾石紅唇變尿兜
惹性別歧視疑雲

即使已經贏得 100 萬美元的大獎，美國女侍應
亞歷山德拉．沙爾仍決定將繼續工作。這位21歲的
佛羅里達女學生僅給自己放了一天假以作慶祝，但
是她堅持重回位於清水灣地區的墨西哥餐廳做侍應
生。

她說她最近感覺到很幸運，然後開始在清水灣
當地一間食品市場購買獎金高達 100 萬美元的彩票
。沙爾稱： 「我堅持到同一家店去買彩票，那兒的
人都認識我了。店員都說他們的商店從未出現任何
大贏家，但是我相信我對於幸運的直覺。」

沙爾是聖彼得堡學院的學生，她表示將把獎金
用於她的學業。當被問及是否會停止在餐廳打工時
，她說， 「絕不可能！我喜歡我工作的地方」。沙
爾的經理林內亞說，再也找不到比沙爾更應該得到
這筆錢的人了。 「我從未見過像沙爾這麼善良的人
，這樣的結果真讓人開心，實在是太棒了！」對於
沙爾堅持留在餐廳作侍應生的決定，林內亞一點兒

也不吃驚。 「因為在這裡，我們就
是一家人。說實話，一切早已超越
了工作」。

（英國《每日郵報》）

【本報訊】據法新社 2 日消
息：化妝品巨頭歐萊雅前總裁林
賽．歐文─瓊斯（見圖），在法
國入稟法院，要求關閉他位於滑
雪勝地瓦爾迪塞爾住宅附近的一
個炸薯條攤檔。

歐文─瓊斯曾於 1988 年至
2006年領導歐萊雅。去年10月，

他與三位鄰居一道，以滋擾鄰居
為由，向附近阿爾貝維爾市一個
法庭提出訴訟，要求法庭下令關
閉該家炸薯條攤檔。

訴狀說，該攤檔給他帶來了
視覺上、聽覺上和嗅覺上的滋擾
，並且違反當地的規劃條例。他
們還要求賠償他們的物業因此造
成的貶值損失。

攤檔主人瓦萊麗．梅爾滕斯
說： 「當然啦，有錢人會受到他
們家前面炸薯條檔的騷擾，但我
們有些人需要工作才能活命。他
們對於噪音和薯條的味道都有諸
多抱怨，但如果你追求和平安寧
的環境，你就不該在山坡下買房
子。」

記者接觸歐文─瓊斯的律師
，但律師拒絕置評。

薯條太香擾鄰
歐萊雅前總裁入稟

【本報訊】據中央社羅馬2日
消息：意大利豪華郵輪 「協和」
號倉皇逃生的乘客幾乎拋下一切
，包含珠寶、現金、名酒、古董
、19 世紀波希米亞水晶器皿和上
千件藝術品，有300年歷史的日本
藝術大師版畫作品也在其中。

如今，這艘豪華郵輪觸礁擱
淺的意大利水域下方，成為名副
其實的寶庫。儘管部分物品勢必
已碎裂瓦解，但如同先前鐵達尼
號和無數海難殘骸吸引人來撈一
筆， 「協和」號已夠讓尋寶人士
躍躍欲試。

尋寶探險家把焦點轉移到從
「協和」號尋求戰利品，似乎只

是早晚問題，潛水老手馬克斯表
示： 「只要那裡還有遺體，每個
人都會視該處為禁區，因為那與
墳場沒兩樣。」馬克斯曾撰寫多

本海上歷史、海底考古和尋寶相
關書籍。他說： 「一旦搜救人員
尋獲所有遺體後，將引發尋寶熱
潮。」他表示，甚至黑手黨都
有專精搜尋沉沒寶物的潛水團
隊。

雖然乘客無不佩戴最好衣
物與珠寶在郵輪上享樂，但
「協和」號最豪奢的寶物在

郵輪本身：擺滿珠寶的精品
店、逾6000件藝術品裝飾的
牆面，和美輪美奐的沙龍。
沙龍中掛有 1 幅日本藝術大
師葛飾北齋具 300 年歷史的
版畫作品。

為19名德國乘客爭取損害
補償的律師賴恩哈特表示：
「這裡現在成為潛水者的天堂

。」他表示，自己的客戶中甚至
有人把傳家寶帶上船。

協和號擱淺處成尋寶天堂

【本報訊】據新華社東京 3
日報道：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 2
日任命日本人氣少女組合 AKB48
為 「活力日本」後援團，為即將
在中國舉行的 「活力日本」系列
巡展加油助威。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
年，中日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把
今年定為 「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
」，並於 2 月 16 日在北京舉行開
幕式。作為活動的一部分， 「活
力日本」系列巡展將從 2 月 16 日
開始，在北京、上海和香港 3 個
城市舉辦。

玄葉光一郎在日本外務省向
AKB48 的 3 名代表授予了任命書
。他說，中國是非常重要的鄰邦
，希望AKB48發揮在中國的知名
度，將日本的活力與魅力傳遞給
中國朋友，並將中國朋友的美好
祝福帶回日本。

日本去年遭受前所未有的大
地震，旅遊業和出口遭受重創，
日本政府希望通過 「活力日本」
系列巡展展示日本豐富的旅遊資
源，吸引中國遊客，並改善日本
產品的形象，促進出口。

少女組合AKB48
將赴華推介日本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2 日消息：近日，天文學家
發現了一顆可能是地球上用望遠
鏡能夠尋找到的、最適宜人類居
住的類地行星。這顆岩石行星在
一個溫度剛好適合液態水存在的
「可居住區域」中，圍繞它的
「太陽」運行。

研究領頭人埃斯屈德說：
「這顆行星支援液態水的存在，

也許還有我們所知生命的最佳候
選者。」據悉，該行星表面的溫
度有可能和地球的接近。

這顆行星是透過來自歐洲南
方天文台望遠鏡的數據發現的。
它的質量是地球的 4.5 倍左右，
而且圍繞着離地球只有22光年的
恆星 「GJ 667C」來運行。這顆
行星所吸收的光量和地球的相
若。

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
天文及天體物理學教授沃格特說
： 「這麼早就在這麼近的位置發
現這顆行星，暗示我們的銀河系
一定充滿數以十億計潛在可居住
的岩石行星。」

科學家發現最宜居行星

▲日本人氣組合AKB48在中國擁有不少粉絲 互聯網

▼意豪華郵輪▼意豪華郵輪 「「協和協和」」 號於上月發生嚴重事故號於上月發生嚴重事故 互聯網互聯網
◀紅唇尿兜引
女性主義者不
滿 互聯網

▲藝術家筆下的該行星可能圍繞三個「太陽」運轉 《每日郵報》

▲▲ 「「肥仔肥仔 」」彩票（彩票（ELEL
GordoGordo）被譽為西班）被譽為西班
牙的牙的 「「國彩國彩」」

《每日郵報》《每日郵報》

▲西班牙 「肥仔」 彩票（EL Gordo）開獎現
場 《每日郵報》

◀◀中獎村民展示自己中獎村民展示自己
的彩票的彩票 《每日郵報》《每日郵報》

◀村民紛紛開香檳慶祝
中獎 《每日郵報》

▶西班牙
人將買彩
票視為極
其隆重的
活動
《每日郵
報》

西班牙的「肥仔」彩票（EL Gordo）被譽
為 「國彩」，中獎名額達1800位。每注彩票
售價16英鎊（196.1元港幣）。除科斯蒂斯外
，Sodeto 村每一位居民均參與湊份子錢購買
了號碼為「58268」的彩票。只購買一注的村民
每人可分到 8.3 萬英鎊（101.7 萬港幣），而
買兩注或以上的村民則更是 「豬籠入水」。

「人人都是大贏家」
村民約瑟．坎布拉的妻子買了兩注彩票

，其後他兒子又發現了兩注連他自己都忘記
了的彩票。匯總下來，他們一家淨賺 37.2 萬
英鎊（455.9萬港幣）。坎布拉開玩笑地說：
「我不停地在找還有沒有更多的獎券。不過

這筆錢意味着我們可以鬆一口氣了。最美妙
的是，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受惠，人人都是
大贏家。」

當地居民說，彩票公告這一天，全村出
現了集體瘋狂。隨着消息傳開，農民們開着
拖拉機跑進城裡。市長更是通過廣播恭喜每
個人。本身只有250位居民的村莊Sodeto，現
在已經迎來了大批旅行推銷員和銀行職員，
他們希望說服村民將獎金投到自己經營的業
務中。Sodeto 位於西班牙北部，距巴塞羅那
只有三小時的車程。

據《紐約時報》報道，原籍希臘的科斯

蒂斯，因與一名女子相愛後搬到這裡。當他
們分手後，他就在這裡留了下來，並重建了
一個離村半里遠的穀倉並住在那。科斯蒂斯
說中獎是個好事，但他什麼也沒得到，非常
失望。先前他想賣掉一些土地但沒成功，彩
票事件的第二天就有個鄰居打電話給他希望
購買這塊地。

西班牙人熱衷買彩票
一年一度的 「肥仔」彩票，開始於 1812

年，是西班牙的古老傳統。很多人甚至休假
觀看開獎的過程，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家庭婦女聯合會每年都會組織彩票的銷
售。雖然每人花費不多就可以購買彩票，但
由於這個地區深受經濟衰退的影響，很多人
都是努力地湊夠這份錢。

儘管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居高不下的失
業率，西班牙人平均在購買彩票上花費47英
鎊（576港元）。

本次彩票共設頭獎1800名，每份頭獎價
值33.2萬英鎊（約406.9萬港幣），1800名二
等獎，價值 10 萬英鎊（約 122.6 萬港幣），
1800名三等獎價值4.16萬英鎊（約60萬港幣
），另外還有數千份小額現金獎。

彩票所得的5000萬英鎊（約6.13億港幣）
收入將捐獻給包括紅十字會在內的慈善組織。

惟一男子不屑買扼腕惟一男子不屑買扼腕
西國村莊中西國村莊中7373億彩票億彩票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3日報道：原本被經
濟衰退困擾的西班牙村莊Sodeto，近日人人樂翻天，因
為村民集體中了高達6億英鎊（73.5億港幣）的彩票頭
獎。不過，住在村裡的一名電影製片科斯蒂斯．米佐塔
基斯卻因為瞧不上這種彩票，當別人都參與時他不屑一
顧，結果白白浪費了中獎的機會。

◀手持中獎彩
票的侍應生亞
歷山德拉．沙
爾
《每日郵報》

女侍應變富翁拒辭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