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英国救援人员驾驶直升
机前往一海滩购买雪糕!引发民众
质疑" 而英国皇家空军却称!救援
人员在训练休息时去买点冷饮!不
算是违规"

据报道!当时一架英国皇家空
军搜救直升机降落在诺福克郡的
沙滩上!两名全副武装的救援人员
随即跳下直升机"就在游客以为附
近发生事故时!这两人却出乎预料
地走向一家咖啡厅! 买了!支雪糕
后扬长而去"

该咖啡厅服务员回忆称!当时
正处中午!突然有两名身穿制服的
人员来到店内!他顿时以为出了什
么事故!没想到他们却说要买几根
雪糕" 之后!他们花了"#$英镑买了

!根雪糕后!便匆匆离去!临走时还
不忘#友善地$向店内顾客打招呼%

事后面对民众的质疑! 英国皇

家空军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如此炎
热的天气!救援人员在训练休息时去
买点冷饮!不能算是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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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月)*日
报道! 近日! 英国一台%+,机发生故
障! 在顾客取款时会吐出双倍数额的
现金!此消息不胫而走之后!很多人赶
来提款% 银行方面称他们可以不用归

还多余的钱%

事件发生在英国汉普郡利明顿附
近的富裕小镇,-./0123043567! 汇丰银
行在当地的一台%+,机发生故障!吐
出双倍现金! 闻讯赶来的人在%+,机

前排起了长队! 有的人甚至取走了数
千英镑!在故障时间里共有&88名顾客
取走现金% 故障时间持续了两个多小
时! 随后警方赶到现场! 关闭了这台
%+,机%

同时警方表示如果顾客在取现时
已经发现%+,机发生故障并且继续取
钱的话! 那么银行方面可能会以欺诈
罪追究顾客责任%

但汇丰银行表示! 他们不会追讨

多支付的钱!因为出错的是银行!顾客
不必为此负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客告诉记
者(#有些人用五六张银行卡取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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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名男子近日因邻居做爱呻
吟声过大而难以入眠! 便用手机将其
录了下来并发到网上% 这段录音长约
&"秒钟! 一名女子在录音中显然是因
兴奋而忘情尖叫% 这名男子说本来他
已经门窗关上!但仍能清楚地听到#噪
音$!于是将它录下来羞辱他们%

英国&每日邮报'(月9*日消息!莫
尔住在英国大曼彻斯特郡索尔福德%

当晚从自家楼下的两层公寓楼中传来
一名女子兴奋的尖叫声! 莫尔几次试
图入眠都未能如愿%

莫尔说!喧闹声持续了一个小时!

#声音太大了!我走到阳台想看看声音
是从哪发出来的% 住在楼下的一名妇
女朝这对夫妻大喊! 要求他们或者关
上窗户! 或者闭嘴% 我的窗户是关着
的! 但我依然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
音% 我这样做就是想羞辱他们% $

据报道! 莫尔写了一张纸条贴在
公寓的大厅里! 以向这对夫妻表达自
己的愤怒% #对于那些使我整晚都无
法睡觉的做爱的人 ! $ 莫尔写道 !

#下次请关上你们家的窗户) 现在你
们的做爱声都已经传到网上了! 所有
人都能听到%$

据报道! 这段录音被传到网上后
迅即蹿红!如今点击率达988万次% 莫
尔说! 从那名女子的尖叫声中能感觉
到其丈夫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 他
担心这对夫妻会对他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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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 英国警方近日宣
布!将采用#三振出局$的新措施打
击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以让经历骚
乱的民众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重新建
立起信心%

#三振出局$是棒球术语!即棒
球比赛中击球手三击不中只能下
场! 换上另一名击球手% 新措施规
定! 只要一个人被以反社会行为的
理由投诉'次!警方就要对他采取行
动% 如果(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以同
一理由向警方投诉! 警方也须有所
作为!否则他们将接受惩罚%

官方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中!

"$!的投诉者对同一反社会行为举
报超过一次% 警方的不作为让民众
失去信心!因此不再愿意去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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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 她喜欢鲜亮的颜色!

她的衣服不起皱**在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登基"8周年之际!其御用
服装设计师讲述了女王穿衣的一些
小秘密+

现年!(岁的斯图尔特,帕尔文从
&888年开始为女王设计服装% 他在接
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女王衣服不
起皱的一个原因是#女王不出汗$%

女王的衣服都由电脑系统管理!

每件衣服都有名字!比如一件黄色的
衣服被称为#黄油杯$% 电脑系统中还
有饰品目录! 用来搭配不同的衣服!

以保证女王每次看上去都有所不同%

女王每次会客时的穿衣记录随
时可查% #因此!如果女王再次见到美
国总统奥巴马! 她不会穿上次的衣
服!$ 帕尔文说!#这就是为什么见过
女王的人都觉得她每件衣服只穿一
次% $

据帕尔文介绍!女王喜欢穿鲜亮
的颜色!比如黄色和粉色% 这样她即
使在人群中也会显得很醒目% 她一般
穿纯色的衣服!如果个子不高!这样
穿衣会让人显得高一些%

帕尔文还透露了女王的其他一些
小秘密% #她的衣服里面!一边肩膀比
另一边多一个垫肩!$他说!#就好像有
人一边的手臂或腿长一些一样! 女王
一个肩膀更高些!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
通过穿衣服让她看起来更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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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在把自己的个人状
态改为#已婚$的同时!还上传了一
张他和新婚妻子普莉希拉,陈在婚
礼上的照片%目前已经有超过&$万
网友在扎克伯格个人主页上对此
表示#赞$%

在那张照片中!以休闲穿着闻
名的扎克伯格竟然身穿一套深蓝
色西装! 还非常正式地打上领带%

而前一天!他还因为在脸谱上市仪
式上身着休闲的连帽衫而被不少
媒体批评%

据美国&人物'杂志报道!扎克
伯格的婚礼在位于加州帕洛奥托
的家中后院举行%这对新婚夫妇此
前曾花了四个月来计划他们的婚
礼%但是这次婚礼却让所有人大吃
一惊%

婚礼一共邀请了不到988人参
加! 其中包括脸谱的首席运营商%

所有嘉宾参加聚会时!都还以为是
为了庆祝普莉希拉从医学院硕士
毕业%直到两人一身盛装出现在众
人眼前时!大家才意识到!他们居
然#被参加$婚礼了%

据&人物'杂志报道!扎克伯格
亲自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红宝石婚
戒给普莉希拉%婚礼上的食物大多
是特意从扎克伯格夫妇都非常喜
欢的餐馆订的! 其中包括日本寿
司% 同时!扎克伯格还别出心裁准
备了老鼠形状的巧克力-..这也
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吃的甜点+

扎克伯格与普莉希拉相识在
哈佛大学! 双方的恋爱时长已达:

年多+

目前扎克伯格和普莉希拉都
并没就他们的婚礼在脸谱主页上

做更多评论!而脸谱发言人也暂时
并没对此事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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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来扎克伯格将两人的
甜蜜照上传到脸谱!两人相恋的诸
多细节也浮出水面+ 扎克伯格在
&88!年就读哈佛大学时!就在宿舍
创办脸谱+因为脸谱爆红扎克伯格
干脆辍学创业!而普莉希拉是哈佛
医学院的学生+

据称!就在&88!年!扎克伯格
在参加一个聚会排队上厕所时认
识了普莉希拉+这两人不但在私生
活上是伴侣! 在事业上也是拍档+

在扎克伯格创办脸谱事业的初期!

普莉希拉就一直在背后支持他!后
来还跟着扎克伯格的团队去加州
创业+

普莉希拉,陈!祖籍中国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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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日在纽约纳斯达克交
易所上市!首个交易日遭冷遇+ 9*

日! 扎克伯格便发布自己的婚讯!

有网友称!难道扎克伯格想用婚讯
刺激脸谱的股价/

9$日!脸谱以每股$%&'(美元大
幅高开!但盘中表现疲弱!多次触
及)#美元发行价+ 几经震荡后!收
盘报)#&%)美元!勉强守住发行价+

当天! 脸谱以每股$%&'(美元
价格开盘!高于发行价"'&*!!成交
量打破通用汽车保持的$&(#亿手
历史纪录!关注度之高可见一斑+

然而!脸谱首个交易日的最终
表现却远差于市场之前上涨(!到
"'!的预期! 也与其+,-之前的盛
况形成对比+

除了对高估值的担忧外!很多
投资者也对脸谱未来的持续增长
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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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名叫莫伊拉,强森的
女子光着上身出现在纽约联合广
场+ 她说这么做是为了提醒大家
9**&年通过的一项法律! 该法律允
许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在任何地方
赤裸上身+

报道称! 目前尚不知莫伊拉这
么做到底是为了吸引眼球! 还是如
其所说是为女性赢得权利+ 但无可
置疑!她已经得到众人的关注!许多
旁人拿起手机对她拍照并传至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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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 &朝鲜日报'&9日报道!

为节约能源! 韩国首尔市正考虑最
快从下月开始允许公务员穿短裤和
凉鞋上班+ 首尔市长朴元淳则有望
0以身作则$+

首尔市的一位有关人士表示!

公共机构夏季室内最低温度不能低
于&$度! 因此要减少服装以提高业
务效率+政府决定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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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影响公务员形象的范围
内!允许穿短裤和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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