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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
及法新社15日報道：因涉嫌槍殺女友而
被捕的南非殘奧冠軍皮斯托瑞斯在15日
庭審中，被檢察官指控其犯有 「預謀殺
人罪」 ，而這位被譽為 「刀鋒戰士」 的
田徑明星情緒激動，當庭痛哭。 「預謀
殺人罪」 在南非可被判處終身監禁。皮
斯托瑞斯透過家人和經理人發表聲明，
強烈反駁指控，又對女友家人表達最深
切慰問。

聞預謀殺人控罪當庭痛哭

刀鋒戰士否認謀殺女友

皮斯托瑞斯因涉嫌槍殺女友斯廷坎普而於14
日在其位於南非比勒陀利亞的家中被警方拘捕。

子彈射穿浴室門
當地報紙Beeld透露，子彈是射穿浴室門後擊

中斯廷坎普的。鄰居也反映，她的屍體是在浴室
裡被發現的。案件在15日開庭審理，檢察官格里
．內爾在法庭上表示，將會對皮斯托瑞斯提起 「
有預謀殺人」的指控，這比之前普遍推測的殺人
罪要更加嚴重。

26歲的皮斯托瑞斯在法庭上情緒激動，掩面
痛哭。地方法官此後宣布，對於皮斯托瑞斯提出
的保釋申請的聽證將會推遲到下周二和周三進行
。在此期間，皮斯托瑞斯將呆在比勒陀利亞的一
間警察局內。警方則表示反對保釋皮斯托瑞斯。

皮斯托瑞斯家人及其經理人公司當日發表聲

明，首先慰問斯廷坎普的家人和朋友，之後表示
強烈否認謀殺罪名。聲明說： 「目前法律程序正
在進行中。這些程序必須透過警方的正式調查、
蒐集證據和南非本地的司法系統進行。」聲明還
表示： 「皮斯托瑞斯以一位奧運及殘奧運動員的
身份創造了歷史，一直鼓舞着世人。」

贊助商抽起廣告
皮斯托瑞斯憑藉在2012年倫敦奧運和殘奧的

傑出表現而成為南非的國家英雄。他和體育用品
品牌耐克（Nike）、太陽眼鏡製造商Oakley、香
水製造商Thierry Mugler，還有義肢製造商Ossur
都有合作關係，估計贊助合約總值約470萬美元。

然而，慘案發生後，南非衛星電視頻道
M-Net已經停止皮斯托瑞斯的奧斯卡獎宣傳活動
。該頻道說： 「出於對死者的尊重和同情，
M-Net將會停止皮斯托瑞斯有份參與的整個奧斯
卡宣傳活動，即時生效。」

皮斯托瑞斯被控不到數小時，他的網站中的
一個相信在2011年製作的耐克廣告也被抽起。該
個廣告不但有他露面，而且有一句口號： 「彈膛
裡的子彈」。耐克一名發言人說： 「這次慘劇發
生後，耐克向所有相關家屬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
慰問。由於這已是警方的事，耐克此刻不會進一
步置評。」

皮斯托瑞斯的另一個贊助商英國電訊則說，
該公司 「對該個可怖而又悲慘的消息感到震驚。
」該公司14日因為贊助皮斯托瑞斯而在一個業界
獎項中入圍。Oakley則尚未置評。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美聯社15日報道
：皮斯托瑞斯被指控謀殺女友一案在國際社會
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起案件目前不但佔據了
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而且已經成為網絡熱議
的話題。

英格蘭足球巨星奧雲就表示，此事難以置
信。他說： 「就我而言，如果新聞裡說的是真
的話，這個關於皮斯托瑞斯殺害女友的消息實
在是太可怕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子田徑
七項全能冠軍、英國運動員恩利斯也說： 「一
覺醒來就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皮斯托瑞斯
誤殺女友。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悲劇啊。」

英國殘奧會男子田徑100米金牌獲得者喬
尼─皮科克表示： 「這簡直難以置信！」400
米名將伊萬─托馬斯說： 「我被徹頭徹尾地驚
呆了，此時此刻我感覺就像是受害者。我很悲
痛。」

目前案件性質並無定論。與運動員們紛紛
發表感言相比，國際體育組織就顯得非常謹慎
，他們拒絕進行任何評論。因此，與運動員們
紛紛發表感言相比，國際體育組織的聲明就顯
得非常謹慎。

國際殘奧委會在官網上對此事回應說： 「
警方目前正在對案件進行正式的偵查。因此，
在正式的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國際殘奧委會對
這起案件進行任何評論都是不適當的。」同時
南非體育協會和奧林匹克委員會也表達了相同
的意見：不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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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斯托瑞斯走下神壇
運動肯定能塑造角色，但真的能塑造性

格嗎？
南非的國寶級短跑名將皮斯托瑞斯肯定

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可以講。在去年的倫
敦奧運，他想起自己15歲時去世的母親寫給
他的一封信，說： 「失敗者並不是那個參與
其中但成績最差的人，而是那個一開始就沒
有參與其中的人。」

但他的故事也是複雜的。對速度的需要
令皮斯托瑞斯不管身處運動場內還是外都無
法脫身。他喜歡高速跑車、電單車和船艇，
有時他操控時會不顧後果。

2009年，他把一艘快艇撞向南非一條河
上的突堤碼頭。警方說他們在艇上發現酒，
但沒有立即檢查皮斯托瑞斯血液內的酒精含
量。他自己則斷了兩條肋骨、下巴和一個眼

眶。醫生為了修補他那張俊俏的臉孔，需要
縫172針。

《紐約時報雜誌》特約撰稿人索科洛夫
去年在該刊一篇個人檔案中，寫到皮斯托瑞
斯的冒險特性，形容他 「很有趣」 、 「有些
瘋狂」 。

2011年11月28日，皮斯托瑞斯在社交網
站Twitter他的帳號中自誇他操作一件武器的
準確度，說： 「在300米的距離開50槍，96%
都打中了頭！呯！」

他頻繁的更換女友，還數次報警求助處
理家庭糾紛。南非傳媒報道，皮斯托瑞斯去
年據報曾在一件涉及另一名女子的事件中，
威脅要打斷一個男人的雙腳。據稱，他還有
睡眠問題。

支持他的人如今唯有寄望皮斯托瑞斯是

無意中槍殺自己的女友。而在這個國家，很
多人都擔心自己的家會被人闖進來，他們所
住的房子都以高高的圍欄包圍，圍欄的頂部
還放有有刺鐵絲網。

美國運動心理學家昂格萊德與奧林匹克
運動員共事，也曾兩度與皮斯托瑞斯交談。
他說他感到 「震驚和恐懼」 。昂格萊德說：
「據我所見，他喜歡極限，就像所有偉大的
運動員一樣。但我不覺得他是一個無法無天
的傢伙，會失控和冒不必要的風險。他從不
以自負的一面示人。」 美國《紐約時報》

體壇名人因牽涉醜
聞而失去代言合約之事
近年時有所聞。美國單
車名將岩士唐因使用禁

藥而被褫奪7屆環法單車賽冠軍稱號，最終亦失去耐
克的贊助合約。美國高爾夫球名將活士被爆瞞着妻子
與別的女人鬼混之後，也失去運動飲品 「佳得樂」的
贊助合約。而在這兩個個案中，各企業都未有急於決
定贊助合約的未來要怎樣履行。

但運動市場推廣公司Brand Rapport的行政總監
柯里說，皮斯托瑞斯所面對的指控 「意味着一個新領
域」。他指出： 「對其他人來說，（屬於風波主角的
體壇人物）總是有機會以另外一些面目捲土重來，或
重塑自己，或做些其他的事情。但和個人醜聞或隱瞞
使用禁藥對照起來，如果（皮斯托瑞斯今次要）確實
有罪，那就是生死攸關的了。」

柯里又將本案和圍繞1994年美式足球員辛普森謀
殺案審訊的風潮相提並論。但他也指出，皮斯托瑞斯
面對指控時，他仍然 「如日中天」。

體壇名人失贊助屢見不鮮

追求極速 個性冒險 頻換女友

【本報訊】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昨晚公
布，接獲歐洲聯盟委員會通報，指一款由
英國進口的名為 「Findus Beef Lasagne」的

牛肉意大利千層麵(見圖)檢測到馬肉基因
。百佳超級市場有售賣該款千層麵，已將
產品落架，並正主動回收。食安中心表示
，由於該產品可能摻有未經獸藥檢測的馬
肉，呼籲市民停止食用，業界停止出售。

該款名為 「Findus Beef Lasagne」的牛
肉意大利千層麵是360克包裝，在盧森堡生
產，生產商是Comigel。食安中心發言人稱
，中心已派員到其他零售點巡查，目前未
發現受影響的產品。發言人建議已買該款
千層麵的消費者，不論批次，立即停止食
用該產品。業界如有售賣，亦應停止出售
。中心暫未收到食用有關產品後不適或投
訴個案。

英含馬肉千層麵流入本港

馬肉風波 英傳統屠宰店受益
【本報訊】據路透社倫敦十五日消息

：在英國其中一家最古老的屠宰店，戴草
帽的職員都在忙碌着，窮於應付顧客們的
要求。這些顧客對日前鬧得滿城風雨的馬
肉冒充牛肉醜聞誠惶誠恐，加上他們都有
錢，所以都想購買昂貴的豬肉和香腸，以
使自己心安。

倫敦時髦區諾丁山的 「利德門」創辦
於1850年，至今依然保留着狄更斯時代的
氣氛。該屠宰店陳列食草牛、有機雞，及
該店因其產品而獲得的眾多獲獎紀念品。

馬肉冒充牛肉的醜聞震驚英國，因為
英國是一個愛馬的民族。醜聞還暴露了貧
富殊懸，一方面是有錢買高質肉類的富裕
購物者，另一方面是被迫在市場另一端買
便宜貨的窮人。

在現時經濟緊縮氣氛下，很多家庭都
要勒緊褲帶，並被迫購買常常含有難以追
蹤的成分的便宜食品。但是利德門是一個
遠離這些擔憂的地方，那裡一塊全牛柳售
價超過100英鎊（約合港幣1200元），半打
香腸售價6英鎊（約合港幣72元）。

該店第五代掌櫃丹尼．利德門現年33
歲。他說：「碎牛肉、餡餅和香腸等產品，
售量從醜聞第一天起就提高10%至20%。」

購買高價肉，在英國其他地方似乎也
已成為趨勢。高檔獨立屠戶協會Q協會說
，其成員表示，自醜聞傳出以來，漢堡牛
排和肉丸的銷量增加30%，總貿易量平均
上升20%。

肯辛頓高級住宅區的家庭主婦積琪蓮
．奧利里細察一塊肉眼扒。她說，馬肉冒
充牛肉的事件，已使她改變了購物習慣。
她說： 「我最近沒有去超市買肉。我現在
較常來這裡，大概每周三次，我現在來這
裡碎牛肉和香腸。」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路透社15日
報道：路透社15日援引可直接接觸朝鮮和
中國高級官員的消息人士的話報道，朝鮮
已向中國政府表示計劃在今年年內進一步
進行一到兩次核試驗。

該人士透露，朝鮮為迫使美國進行會
談，正在準備新的核試驗。他還說，朝鮮
可能在今年年內進行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試
驗，並發射火箭。除非美國放棄欲使朝鮮
發生政權交替的政策，並和朝鮮啟動談判
，否則朝鮮將強行進行新的核試驗。

另外，美國對朝網絡媒體 「三八線北
」於當地時間14日報道，最近在朝鮮咸鏡
北道花台郡舞水端里導彈發射場附近出現
一派繁忙景象。據了解，位於舞水端里的
東海衛星發射場建設去年夏季因颱風受阻
，但10月以後有了重要進展。

美國商業衛星拍攝公司 「數字全球」
去年拍攝的衛星影像也顯示，原先的發射
場的起重機調換了位置，而且發射台附近
的積雪已被清除。 「三八線北」分析說，
液體燃料導彈試射可能臨近，朝鮮或在做

相關準備。
最近一些媒體報道說朝鮮可能會發射

洲際彈道導彈，但 「三八線北」則預測，
朝鮮也有可能再次發射銀河系列火箭。該
網站分析比較舞水端里新發射台和附近建
築的衛星影像後推測，朝鮮最快可能會在
2016年試射相當於銀河系列火箭三、四倍
的大型火箭。

「三八線北」還主張，安裝在新發射
台上的火焰隔離槽與伊朗塞姆南發射場的
裝置相似，有可能是伊朗提供了幫助。

另訊，朝鮮十萬軍民14日在平壤金日
成廣場舉行集會，慶祝第三次核試驗成功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沒有出席集會。朝鮮
勞動黨中央書記金己男等黨政軍及各界代
表在大會上講話。

【本報訊】據共同社華盛頓15日報道：據
熟悉朝鮮和伊朗關係的外交人士14日透露，伊
朗科學家很可能參觀了朝鮮12日在東北部豐溪
里進行的核試驗。據悉，伊朗方面去年11月曾
就參觀核試驗詢問朝方，交換條件是向朝鮮支
付價值數千萬美元的人民幣。

兩國之間具體達成何種交易不得而知，美
國等正在繼續收集情報。伊朗雖然表示本國的
核開發是出於和平目的，但該外交人士表示憂
慮稱： 「伊朗（參觀核試驗）旨在為將來進行
核試驗掌握更高技術。如果朝方提供了相關數
據，事態將變得非常嚴峻。」

朝鮮和伊朗都擁有可製造核武器原料的鈾
濃縮設備。有分析指出，此次試驗中朝鮮可能
首次使用了高濃縮鈾。

該外交人士還透露，去年11月22日，在伊

朗總統內賈德及有關政府高官出席的國家最高
安全委員會上，伊朗副總統兼原子能組織主席
阿巴西提出應前往朝鮮參觀核試驗。據悉，伊
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本人知曉此事，並允許有
關方面使用通過崑崙銀行（本部設在北京）籌
集的人民幣。

另據伊朗媒體13日報道，伊朗中部納坦茲
省核設施已於上月開始安裝新型離心機，用於
生產純度低於5%的濃縮鈾。離心機的型號與
性能未予以明確。美國媒體報道說，更新後的
離心機將可能生產核武器所需的高濃縮鈾。

今年1月，伊朗曾向國際原子能機構通報
將在納坦茲核設施安裝新型離心機的計劃。
分析人士認為，新型離心機將大幅提升鈾濃
縮效率，這一技術升級可能成為伊核項目的
轉折點。

日媒：伊朗科學家觀看朝核試

新聞背景
▲皮斯托瑞斯15日在庭審中激動落淚 美聯社

▲一名工人將印有皮斯托瑞斯的廣告牌摘下
互聯網

◀皮斯托
瑞斯的耐
克廣告也
被抽起
互聯網

▲皮斯托瑞斯15日前往法庭時以衫遮面 美聯社

▲朝鮮十萬軍民14日在平壤金日成廣場舉行集會，慶祝第三次核試驗成功 法新社

韓國軍隊韓國軍隊1515日日
在軍事訓練中在軍事訓練中
試射導彈試射導彈

美聯社美聯社

▲一名 「利德門」 的屠夫13日在為貨架
上添置新鮮肉類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