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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爆神秘槍擊案 英家庭慘遭滅門

女童藏母屍下8小時倖存

迪士尼動畫遭山寨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6日報道：對於

那些想要看迪士尼大製作電影的家長來說，如果因為
電影名過於相似而買到 「山寨」貨的話，他們一定有
被欺騙的惱怒感。

迪士尼公司的最新力作《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
（Brave），取材自一個紅頭髮的蘇格蘭公主。自從
該片在英國上映之後，連續三周蟬聯榜單第一名。相
比之下，山寨片《Braver》的 DVD 僅僅是 2005 年一
部舊動畫片的重新包裝。同樣的，《魔髮奇緣》的英
文名是 Tangled，但山寨片就是 Tangled Up；還有
《踢踏小企鵝》的原名是 Happy Feet，山寨片就是
Tappy Feet。

這些最低只需3英鎊就能買到的山寨電影在一些
大型零售商處都見售賣，比如特易購、HMV、亞馬
遜、塞恩斯伯里和億貝，這使得顧客們更加信賴這些
山寨片。

這些山寨動畫片都是由一家英國公司推向市場的
，他們將一些老舊的動畫片重新包裝，賦予他們新的
片名，包裝盒以及封面照片，使得這些山寨片與真正
的大片看起來驚人的相似。但是，從網上看到的一些
在線評論顯示，許多消費者覺得自己被誤導了，孩子
們也非常失望。

如今，迪士尼已經向牽涉其中的Brightspark製作
公司發去警告信，指控該公司誤導消費者，並損害他
們對迪士尼的信賴。Brightspark的總經理戴維斯則表
示： 「我們的電影更加便宜，一般都在3英鎊或以下
，為一些家庭提供廉價的娛樂享受。我很懷疑有人會
把我們的電影和迪斯尼的弄混。」

【本報訊】據法新社 6 日消息：日本電子巨頭公
司索尼6日表示，一個自稱 「Null/Crew」的團體襲擊
了該公司一個移動通訊服務器，偷走了 400 名中國內
地和台灣手機用戶的信息。

「Null/Crew」與國際黑客集團匿名者存在聯繫。
該團體將其中一些用戶名、郵件和密碼傳上網絡，還
附上一份批評索尼公司的聲明。

聲明說道： 「索尼，我們對你的安保系統實在感
到失望」。據稱他們控制了 8 台索尼的服務器，但是
這個消息暫時還未能得到證實。他們還表示， 「即使
是你們的客戶也沒法相信你們了」。

索尼公司發言人說這一事件正在調查之中，並表
示存有客戶信息的服務器屬於不具名的 「第三方」，
不屬於索尼本身。發言人還表示，消費者姓名與電子

郵件外泄，不過信用卡與銀行帳戶資料沒有遭竊。
去年 4 月，索尼曾經遇到過一次大規模的數據入

侵 ， 威 脅 到 1 億 用 戶 的 帳 號 ， 迫 使 索 尼 停 止 了
PlayStation網絡以及Qriocity音樂服務。同年10月，索
尼檢測到有一波未經授權的登錄行動，於是暫停了9.3
萬個線上娛樂網絡的帳號服務。在另一起事件中，一
群自稱 Lulz Security 的黑客團體宣稱，他們從 Sony
Pictures 網站上竊取了超過 100 萬用戶的密碼、郵件和
其他信息。

索尼400中國用戶信息被盜

清理金屬碎屑 恢復電力供應
3元牙刷拯救千億太空站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6日報道：兩名太空人
利用一支價值3美元的牙刷，拯救了價值1000億美元的
國際太空站。

太空人蘇妮塔．威廉斯和星出彰彥5日進行太空行
走，成功為太空站安裝了名為 「總母線切換裝置」
（MBSU）的配電設備，使太空站電力供應恢復至正常
水準。國際太空站上共有 4 個 220 磅的 MBSU，它們可
以控制來自太空站太陽能電池板的電力。但由於一個電
源組件無法操作，太空站電力使用受到限制，太空人被
要求用新元件替代出故障的元件。

威廉斯和星出曾於 8 月 30 日試圖安裝一個新的
MBSU，但在把新元件栓到太空船上時遇到困難。原因

似乎是螺栓裡有金屬碎屑，妨礙他們把MBSU裝到太空
船上。星出用電線造出一個清理器，清理碎屑。雖然碎
屑大部分清除，但還清理得不徹底。他們一再試圖清理
螺栓，工作繁重，使得他們的太空行步時間達到8小時。

由於螺栓周圍滿是金屬碎屑，成功換上新MBSU的
機會非常微。因此，兩位太空人便與地球上的控制室一
起磋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最後決定，太空人應做
深度清理工作，於是想出了用牙刷來清理的妙計──把
一支簡單的牙刷綁在金屬杆上。

星期三，威廉斯和星出開始用牙刷清理螺栓。經過
4小時的緊張擦拭之後，螺栓清理乾淨，他們終於成功
把MBSU安裝上去。

【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 6 日消息：日本海上保
安廳相關人士6日稱，鑒於發生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
魚島等事件，海上保安廳將追加引進對可疑船隻等的
監視能力有所提升的 4 艘最新的大型巡邏船和 3 架中
型直升機。部署地點將於今後研究確定。

此外，位於鹿兒島的海上保安廳第十管區海上保
安總部，也將增加人員、加強裝備，以完善對釣魚島
周邊海域的支援態勢。

據相關人士透露，上世紀70年代中期集中部署的
巡邏船和飛機大多已老化，速度等方面的性能不足以
滿足警備需求，因而將更換成新型設備。

此外，熟悉美日關係的消息人士 5 日透露，為加
強無人偵察機對西太平洋的監視活動，美日兩國政府

正在討論共用關島上相關設施的事宜。此舉旨在與軍
事力量持續增強的中國相對抗。

美軍目前在關島部署了 3 架 「全球鷹」無人偵查
機。日本自衛隊也在展開協調，計劃引進該機並部署
在關島。日美力爭構建未來雙方能共享該機所收集分
析的數據的態勢。

與無人偵察機 「捕食者」不同， 「全球鷹」不具
備攻擊能力。

民眾促石原退還「購島」捐款
另據日本新聞網報道，由於日本政府傳出已經與

島嶼 「所有者」達成了直接 「購島」的協議，捐款者
紛紛致電東京都政府表示抗議，並要求石原就此 「購

島」問題作出說明，更多的人則要求退還捐款。
今年 4 月下旬，最先提出 「購島」的石原，呼籲

國民捐款支持東京都 「購買」釣魚島行動。截至到 5
日為止，東京都政府共收到 10 萬餘人捐贈的 14.6395
億日圓（約1.45億港元）。

日保安廳擬增4艘巡邏船

【本報訊】綜合《每日郵報》、法
新社及美聯社報道：一個英國家庭在法
國阿爾卑斯山慘遭屠殺，但一名4歲女
童奇迹般在母親屍體下躲藏8小時後生
還。她事後告訴警方，自己當時非常驚
慌，甚至「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

在槍殺事件發生後約8小時，警方終於在一輛
寶馬房車裡發現了這名女童，她被壓在她死去母
親的雙腿下 「凍僵」。另兩具被發現的屍體是她
的祖母和父親。她的父親被確認為薩阿德．希利
，是一位生於巴格達的公司秘書，現時與家人住
在英國薩里的高級住宅區克萊蓋特。該女童的8歲
姐姐則被發現在附近路上，身中3槍，情況危殆。

「無法分辨好人壞人」
阿訥西檢察官埃里克．馬約談到該名4歲女童

時說： 「當調查員進入車裡，他們發現那女童，
她被凍僵了，但沒有受傷。」他說： 「她在屍體
下藏了8小時，在整個過程中一動不動。她無法分
辨好人壞人。當警員把她抱抱出車外時，她不由
自主地微笑，並講起英語。」

他說： 「她聽見外面的喧嘩聲和叫喊聲，但
她無法多說話，她只有4歲。她現在情況良好──
受到很好的照顧。」暫時不清楚她是爬到屍體下
藏起來，或家人中彈時屍體把她壓着。

死者均頭部中槍
該輛寶馬襲擊事件的凶器是一支半自動手槍

，顯然開槍者是有經驗的槍手，所有的死者均頭
部中槍。

法醫專家從午夜起，就徹夜在現場工作。有
人看到一群殯儀職員離開現場，屍體也已經被移
走。預期星期四稍後或星期五將進行驗屍。目前
尚不知道槍手動機，警方推斷可能涉及搶劫寶馬
車。

警方消息人士說，女童和家人8月底抵達法國
，父親 50 多歲。他們逗留在聖若里奧茲一個露營
地點。一個英國家庭星期三晚上向警方報告女童
一家人失蹤。

法目擊者遭滅口
與此同時，在距該輛汽車數碼處，發現一名

騎單車男子的屍體。該輛汽車停在一個偏遠的林
地汽車公園，靠近舍瓦蘭鎮，接近度假山城阿爾
貝維爾。

當地人說，該名男子是法國人，叫做西爾萬
．莫利埃，40多歲，有3個孩子，來自附近城鎮于
日訥。他騎單車出去，卻遲遲未歸，他的妻子隨
後報警。莫利埃的妻子帶着丈夫的照片前往當地
警察局，警員立即認出她丈夫即是槍殺案第四名
受害者。警方發言人說，該名男子是在錯誤的時
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非常不幸。

有人推測，他看到槍殺案發生，槍手便殺人
滅口。這次屠殺是被另一名騎單車者（當地法國
人）發現的，後者在下午4時騎着單車進入這個恐
怖場面。

數小時始發現女童
法警搜索蒙查查挨轟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每日
郵報》6日消息：法國當局6日因時隔
多個小時才發現 4 歲倖存女童而受到
猛烈的批評。

槍殺事件最早於 5 日下午 3 時 50
分左右被揭發，數分鐘內當地警察趕
至。但是警員沒有打開該輛彈孔纍纍
的汽車車窗或車門，因擔心玻璃會破
碎，破壞彈道專家的調查。

當地警察維內曼解釋說： 「為了
重組犯罪現場，一切都得保持原樣。
這意味着門窗都要維持關閉，直到法
醫官和彈導專家從巴黎抵達。」他說
： 「車窗有彈孔，但玻璃沒有碎。我
們擔心，一旦打開車門，玻璃就會碎
了。」

一架裝備有熱能感應攝像頭的直
升機也曾檢查是否還有其他人存在，
但是依舊沒有識別出這個女孩。維內
曼說： 「她和母親靠得非常近，看起
來就像一個整體。」

維內曼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已
經對車子做了最徹底的檢查， 「消防
員、技師和醫生都通過車窗上的子彈
孔看過車內，但沒有人看到這個小女
孩。她完全沒有動過，一直待在她母
親的腿下。」

警察與這家人野營地點附近的人
交談，直到晚上11點左右他們才意識
到遇害人兩個女兒中的一個女兒不見
了蹤影。他們馬上在車輛附近地區展
開搜尋，但是直到半夜，憲兵刑事犯
罪研究所的法醫隊伍趕到並打開車窗
的時候，這個小女孩才終於從折磨中
解脫。

英國法醫專家吉姆弗雷澤說，警
方抵達犯罪現場的第一要務就是尋
找倖存者。目前已經證實，一些受
害者在頭部被槍擊中後都可以生存
數個小時，在獲得緊急治療後甚至
能夠存活。

法醫專家說，警方只有履行他們
的職責，確保倖存者獲得救治，死
者被宣布死亡後，才可以保護犯罪
現場。

▲法國警方封鎖通往犯罪現場的道路 美聯社 ▲法國警方及調查人員站在被害英國家庭曾經住過的帳篷外
美聯社

▲被害英國家庭位於薩里克萊蓋特的住宅 法新社

▲

當地警察維內曼6日在記者會上解釋案件 美聯社

▲法國警方與被害英國家庭野營地點附近的人交談調查 互聯網

▲太空人蘇妮塔．
威廉斯（左）和星
出彰彥（右）完成
太空行走後返回國
際太空站 法新社

▲迪士尼動畫片《踢踏小企鵝》及其山寨片
Tappy Feet的DVD封面對比 互聯網

▲ 「全球鷹」 無人偵查機 資料圖片

▲太空人用來清潔金屬碎
屑的牙刷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