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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研貓頭鷹無人機

銷毀波音747僅需3天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20日消息：當一架龐大的波
音 747 珍寶機達到其自然生命的
終點，它的最後歸宿可能是英國
最大的飛機墳墓──科茨沃爾德
機場。

國際搶救公司前飛機工程師
馬克．格雷戈里及其團隊，負責
監督拆除程序。搶救隊只需花 3
天時間，便可把一架 230 噸的商
業飛機，變成一堆廢鐵。
他們先拆掉 130 噸的設備
，例如着陸架和電子導航
及通訊設備（可賣得數十
萬英鎊），然後才動用挖
掘機。挖掘機強大的鉗口
， 從 飛 機 尾 開 始 ， 一 路
「咀嚼」飛機，包括機翼

、機身和其他部分。不久
，這架價值 2 億英鎊的飛
機，便成為一堆扭曲的廢
鐵，只剩下少數可辨認的
部件。

有時候，珍寶機的駕駛艙會
留下來，以便作為飛行模擬器的
外殼。一架珍寶機的殘骸，其作
為廢品的價值，為3.5萬美元。

珍寶機於1970年進行商業首
航，是飛機業惹眼的飛機之一。
就像所有商業飛機一樣，珍寶機
每隔 6 年就要進行一次內部和外
部的全面檢修，以確保安全和效
率。

哈里王子情迷金髮模特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

訊報》20日報道：英國王位第三
順位繼承人哈里王子和一名23歲
的金髮美女，被目擊在電影《蝙
蝠俠：夜神起義》倫敦首映禮後
的派對上擁吻。

該金髮美女是一位模特，名
為博納斯。博納斯在2008年曾獲
邀參加時尚雜誌《Tatler》每年一
度的小黑書派對，該雜誌還說，
她非常 「漂亮、和善」，就讀於
利茲大學。博納斯的母親曾經結
過 4 次婚，她的外公是二戰時期
的賽車手厄爾．豪。據悉，哈里
王子是通過自己的堂妹尤金妮公
主認識博納斯的。

在之前美國媒體的一次採訪
中，哈里王子曾經暗示渴望安定
。有人問博納斯小姐的母親對於
兩人的關係如何看待，她說：
「對不起，對此我一無所知。」

【本報訊】據美國廣播公司網站 20
日消息：近日，輕博客 Tumblr 出現了一
個名為 「Instagram的富人小孩」的帳戶，
所展示的照片主角個個年輕、漂亮、富有
、無拘無束，而且銀行戶口彷彿有用不完
的錢。有人將這些照片整理在一起，迅速
引來眾多負面評論。

一條評論說： 「……這些富有小孩的
照片特別有趣（和令人傷心），因為它們
展示了一種權力的變異。這些黃毛丫頭
（小子）和他們不勞而獲的直升機、靚車
合照，又把照片放上網給其他人看，很容
易讓人評論美國夢的狀態。那就是夢已死
。」

首批照片刊出之後的5天，該帳戶的
照片就增至超過 20 張，內容包羅萬有，
既有夢幻遊艇、沙灘漫步、暢飲名酒，還
有不計其數的私人飛機和直升機的內部畫
面。

19歲的紐約少女施瓦茨可不是這麼認
為。她就是那批被廣泛散布和批評的照片
中的主角之一。她和她的朋友們在法國聖
特羅佩一架直升機前拍的照片受到眾多關
注。

正在聖特羅佩與朋友繼續度假的施瓦
茨，透過電話對 「早安美國」網站說：
「這是很令人尷尬的。我們根本不知道是

誰開了這個帳戶，我希望他（她）可以撤
下所有照片。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的 『宣傳
』。」施瓦茨說： 「我們之所以度假，就
是要有一段好時光去享受自我，而不是在
互聯網上頻頻曝光。對我和我的朋友來說
，這些照片是要保留記憶，而不是給全世
界看的。」

【本報訊】據美國《連線》雜誌 19
日消息：美國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開始
以飛行中的貓頭鷹為藍本，設計一種寧
靜的無人機。

據報，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已批出
一份價值480萬美元的合約，給美國康涅
狄格州公司 D-STAR Engineering，去
開發一種超寧靜的無人機。這是配合
該機構 「大角貓頭鷹計劃」的其中一
個步驟。 「大角貓頭鷹計劃」將讓軍
方 「在沒有人察覺你存在」的情況下
蒐集情報。

新機種最主要會在聲量方面做出調
整，因為聲量會 「泄露低空無人機的位

置和行蹤」。但要做到這個效果，就要
在載重量方面有所犧牲。要隱形，就得
增加感應器的重量，和增加較長時間運
作的能力。無人機也要由電池推動：它
們很寧靜，但不能長時間待在天上。同
時，推進器所產生的氣流會製造噪音，
而移動的活塞、渦輪風扇和齒輪也會令
汽油或柴油引擎（不計電池在內）製造
噪音，這無疑增加了設計難度。

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心目中的貓頭
鷹無人機，並非第一種以貓頭鷹為靈感
的飛機。美國太空總署經已從貓頭鷹的
隱形羽毛找到靈感，但要以貓頭鷹為藍
本的飛機服役，相信還要等很多年。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倫敦19日消息：由於倫奧保安人
員短缺以及英國海關人員決定在奧運會開幕前罷工，英國已決定加派
1200名士兵，作為備用。

這次緊急加派保安人員，是考慮到保安合約商G4S公司繼續發生
人手短缺，無法履行其提供萬餘名保安人員保護100個奧運場館的責
任。

安全問題是本次奧運會的一大隱患，並已使英國政府和G4S公司
陷入極其難堪的境地。G4S 公司原承諾提供約 10400 名保安，但是該
公司上周承認，無法找到足夠人手來填滿奧運會的安全職位空缺。

7月19日，負責奧運會事務的政府大臣侯俊偉承認，即使是G4S
現時能夠提供的人手，也依然 「不足夠」，因此他已讓另外1200名士
兵處於待命狀態，作為備用， 「以防止G4S保安水平未能達到現時的
標準」。

在侯俊偉宣布再增派人手之際，內政大臣文翠珊承認，政府官員
早在上月已被警告說，奧運安保人員可能不足。文翠珊在致一位反對
黨議員的信中說，她早在6月27日就知道G4S公司 「可能暫時人手不
足」的問題，並說她已開始調動軍隊資源來應急。

邊境署：奧運開幕前一天罷工
倫敦邊境署工會組織19日宣布，他們將在下周奧運會開幕前一天

罷工，到時會有成千上萬來看這場體育盛會的遊客延誤，以此來威脅
政府。

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PCS）說，他們的成員們，包括簽證
官，會在7月26日罷工，而且從7月27日到8月20日期間拒絕一切加

班，以此抗議裁員、要求提高待遇。
「裁員讓員工們的生活變得忍無可忍，他們正處在崩潰的邊

緣。」PCS秘書長瑟沃特卡說。PCS是英國最激進的工會之一。
英國首相卡梅倫說： 「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我也不認為這

是正當的。」
由於缺乏人手，倫敦的機場護照檢查處近幾個月來苦於應付進出

的乘客，有的乘客需要排幾個小時的隊才能通過希思羅機場的入境檢
查。英國內政部已經額外僱用了一些員工，來滿足奧運會期間即將到
來的成千上萬的遊客的需求。

每天每天 遊客中招遊客中招17001700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9日消息：隨着

倫敦奧運的日益臨近，東歐小偷集團也加快了入侵倫
敦的步伐。據19日官方發表的犯罪數字來看，倫敦街
頭失竊案件數目猛增，每天受害者超過1700人，比兩
年前的同期增加了近五分之一。

警方警告說，那些在歐洲各國作案的羅馬尼亞、立陶宛以至南
美職業犯罪集團，正紛紛前往英國，準備利用奧運會之機，向那些
粗心大意的遊客下手。

英國廣播公司一項調查顯示，以前多在西班牙首都巴塞羅那作
案的羅馬尼亞扒手，使用了各種 「戰術」來偷竊。這些小偷，對他
們 「一秒搞定」的偷竊技術大感得意。小偷每周可以靠偷竊錢包、
智能手機和手提電腦，而賺取4000英鎊。贓物會被運回羅馬尼亞，
在黑市上出售。

倫敦警方現已逮捕了80多人，並警告小偷們，倫敦在未來數周
將會加強警戒。警方甚至招募了一隊羅馬尼亞警察，在奧運期間專
門處理小偷問題，以及在倫敦西區和議會附近巡邏。但這些羅馬尼
亞警察並沒有逮捕權。

扒手作案「配合默契」
據 「英國和威爾士犯罪調查」顯示，在2011-2012年度，共有

超過62.5萬人成為扒竊受害者，比2009-2010年增加了10.2萬人。
大多數受害者被列為「失竊」，但有8.3萬人被列為財物 「被搶」。

英國廣播公司調查顯示，扒手團夥的第一個成員會走近受害人
，向其問路。另一個成員會扮成酒醉，走近受害人，偷走其錢包或
手機。偷來的東西，會交給第三個成員，並迅速逃逸。這些小偷被
捕後說，他們會在網上查看倫敦的地圖，以研究逃跑路線。

倫敦警方奧運會罪案組探長馬克．特奧多里尼呼籲公眾保持警
惕。警員最近數周已對一些懷疑有小偷入住的物業展開了一系列突
擊搜查。他說： 「倫敦將成為一個對小偷來說充滿敵意的環境。我
給小偷的建議是 『別輕舉妄動』。」

美富二代炫富照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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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機銷毀波音747過程截圖
BBC網站

▲23歲的博納斯（右）被認為是
哈里王子的新女友 互聯網

▲美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以貓頭鷹為靈感研發超寧靜無人機
美國《連線》雜誌

▲倫敦街頭小偷 「上鈎」 犯案視頻截圖， 「受害者
」 是一名BBC記者 英國《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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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直升機、豪車、遊艇的炫富照一經在網上登出，
就引發如潮惡評 英國《每日郵報》

▼安保問題是倫奧的一大隱患▼安保問題是倫奧的一大隱患 互聯網互聯網

倫奧吉祥物雕像登場
倫敦奧運27日即將登場，為歡迎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同時推動倫

敦步行觀光路線，倫敦市政府推出83個特殊造型的吉祥物雕像，分別
放置在醒目的景點，可愛逗趣的造型受到歡迎。

2012倫敦奧運的吉祥物以現代奧運的起始地──英格蘭西部的小
鎮溫洛克（Wenlock）為名。這些由玻璃纖維製成的雕像，被安放在6
條市政府規劃的步行路線上，包括超人氣的國會大廈所在地西敏寺區
、倫敦金融城、泰晤士河南岸等。

這些雕像各個造型都有不同意義，在摩天輪 「倫敦眼」旁放置的
是以大笨鐘為造型的溫洛克，國會大廈對面則是一尊以國會議長為造
型的溫洛克。

雕像推出後，受到倫敦市民與觀光客的熱烈回響，特別是兒童與
青少年，許多人都爭相與雕像合影。

市政府計劃奧運結束後拍賣這些雕像，拍賣所得將捐給慈善機構。
（中央社）

◀▶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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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
以國會議
長為造型
的溫洛克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