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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锁 中惠远红外地暖
德国 lCCSSI指纹锁、美国怡口净水器、贝昂空气净化器、智能家居、智能影音

地址：豪悦古镇灯饰城E幢138号 电话：15365535859 13862807298

房屋招租
老通掘公路中远大厦十一层有 450平方米房屋招租，

适合办公、培训、商务等。另有墙外广告位320平方米对外
招租。电话：13506286821

遗失启事
马 红 红 遗 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号 码 为

3206122013011256，作废。
姜维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320159763，作废。
顾启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 J320516530，作废。

四年前，英国约克郡 51岁的特
蕾西·特纳(Tracy Turner)在埃及一
家酒店的水上乐园冲浪时受伤，几
乎瘫痪。然而自 2015年发生事故
后，特蕾西的旅行社国际旅游联盟
(TUI)拒绝道歉，因此她别无选择，只
能走法律途径。

视频显示，事故发生时，特蕾西
的背部脊椎间的骨头被压碎，再多
几毫米，她就可能永远残疾。她在

“巨浪湾”区域被吸住，极大的水压
将其像“滚筒式烘干机里的布娃娃”
一样甩来甩去，她身上的比基尼被
扯了下来。特蕾西说:“我到了冲浪
装置里，却没有任何安全说明。那
个人只是让我跪在冲浪器板上，我
就跪了下来。我听从了他的所有指
示，但去那个装置里是我一生中最
大的错误。”

这一幕被摄像机拍了下来，直

到她的儿子走过来，用毛巾替她遮
羞，最后特雷西在救生员的帮助下
离开了冲浪装置。

特蕾西没有去医院做检查，而
是服用了姐妹的止痛药，她整个假
期都在疼痛中度过。在回家的航班
上，特蕾西疼痛加剧，于是去看了急
诊医生，做了X光检查后医生告诉
她，她的背部椎骨之间发生骨折，只
差几毫米就会终身残疾。如今，特

蕾西忍受着经常性的疼痛，一些日
常的事情比如购物和打扫房间，需
要有人来帮助完成。

一名水上公园专家表示：“一些
波浪池和游乐设施因导致人们受伤
而臭名昭著。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
例子，有些人在享受了一点假期的
乐趣后，却落下了伤病，甚至生活也
由此改变。”

（来源：环球网）

英女子四年前水上乐园冲浪险瘫痪
至今仍未获赔

近日，印度一只大象在摧毁一
居民家墙壁后，用象鼻把一名熟睡
的7岁女孩从床上拽出来，残忍地踩
踏至死。

据报道，7岁女孩西尼·蒙达(Si⁃

ni Munda)家位于昌帕森林区的蒙
大萨市，事发当晚，西尼·蒙达(Sini
Munda)正挨着哥哥甘尼 (Ganesh)和
姐姐罗尼(Rani)睡觉。这只长着獠
牙的大象猛击受害人房子一侧墙

壁，在摧毁墙壁后把鼻子伸入屋内
将西尼·蒙达拽出室外，随后残忍地
踩踏致其死亡。

甘尼和罗尼也不同程度受伤，
他们被压在倒塌的墙壁下面。目前

正在昌帕社区卫生中心接受紧急治
疗。昌帕森林区位于印度东部奥里
萨邦，今年 4月，奥里萨邦附近安格
尔地区就曾发生大象踩踏事件，共
造成5人死亡。 （来源：环球网）

近日，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
雷奇一户居民发现，一只驼鹿躺
在自家院子里的洒水器下，让水
流洒在自己身上以驱赶炎热，享
受难得的清凉。

很快，这则视频被上传网
络，视频中，这头体型巨大的驼
鹿懒洋洋地瘫倒在居民院子里，
旁边洒水器正在摆动洒水，驼鹿
悠闲地享受着清凉的水流，偶尔

还会抬头喝上几口。
据报道，阿拉斯加州近期正

经历罕见的高温，往年同期温度
基本维持在 17摄氏度上下，但
今年最高气温达到了 32 摄氏
度。此后几天气温将维持在 27
摄氏度以上。气温变得闷热不
已，难怪连驼鹿都要想尽办法让
自己凉爽下来。

（来源：环球网）

享受！美居民拍到一只驼鹿
在洒水器下降温消暑

悲剧！印度一7岁女孩熟睡中被大象拽走踩踏致死

近日，在澳大利亚西部珊瑚湾，一只眼睛里
嵌着鱼钩的魔鬼鱼向一名潜水员求助的画面被
记录了下来。

视频显示，这条魔鬼鱼被当地潜水员戏称为
“雀斑”，在接近西澳大利亚宁格鲁礁群后，这个
三米宽的温和巨人把它的身体翻过来，露出它右
眼下面的几个金属钩子。水下摄影师杰克·威尔
顿(Jake Wilton)在看到鱼钩后，向它伸出了援助
之手。

当时在船上的英国海洋生物学家蒙蒂·霍尔
斯(Monty Halls)说：“那只魔鬼鱼完全明白发生了
什么。杰克一次又一次地往下跳，而它却一直一
动不动地等待他。

珊瑚湾是世界上最适合与魔鬼鱼游泳的地
方之一，魔鬼鱼一年四季都在这里大量聚集。它
们可以长到 7米宽，寿命约为 50年，对人类完全
无害。

（来源：环球网）

近日，英国铲屎官利亚姆·
比奇(Liam Beach)完成了一件看
起来不可能的挑战——让16只
狗狗在楼梯上排排坐拍集体
照。19岁的利亚姆通
过拍狗狗合照向朋友
证明了他可以组织所
有狗狗来完成拍照事
宜。

据报道，在位于南
威尔士朗达市的家里，
利亚姆让腊肠犬成对
地坐在楼梯上，并用一
个嘎吱作响的球来分
散狗狗们的注意力。
接着他按下快门，努力
捕捉完美的合照。这
16只腊肠犬在合照中
表现极佳。

利亚姆想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宠物造型
店，他曾带自己的腊肠
犬在狗狗秀里面获得
过大奖。毫无疑问，能

摆出如此优雅的造型照，这些狗
狗肯定很擅长给评委留下深刻
的印象。

（来源：环球网）

难以置信！
魔鬼鱼主动求助潜水员移除眼内鱼钩

英铲屎官成功让16只腊肠犬
坐在楼梯上拍集体照

近日，在美国亚特兰大邓伍迪市
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运钞车
在行驶过程中车门不慎打开，大量美
金现钞掉出。沿途司机们下车疯狂
抢钱。警方已勒令涉案司机退还现
金，并表示，如果不退还，警方将会根
据监控录像追踪到他们。

警方表示，当晚，私人保安公司
嘉达世界(GardaWorld)的一辆运钞车
车门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打开，约有
17.5万美金(约合 120万元人民币)掉
落，现场有超过 15辆车的司机停下
来捡钱。

事后，警方和装甲车上的工作人
员在现场仅捡回了几百美元，剩余现
金被过路的司机们全部抢走。警方

声明称：“这笔金钱的具体数额目前
还不确定。”但警方勒令抢钱司机尽
快归还非法财物：“那些不还钱的人，
我们有洲际公路的监控视频，我们以
警方的名义要求你们立即归还非法
财物。最好不要让我们亲自去找你，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你们将会被起
诉。”

邓伍迪市官方推特账号也发帖
称，一名男子已归还 2150美元现金
(约合 14766 元人民币)。帖子上写
道：“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很多人已
经向我们归还了在 I-285公路上某
辆运钞车上掉下来的美金。你们做
了正确的事情，我们向你们致敬!”

（来源：环球网）

运钞车车门不慎打开 17万美金掉出
沿途司机疯狂抢钱

人小时候走路难免磕磕碰
碰，摔上一跤，可是对巴基斯坦
11岁女孩阿芙欣·古姆巴尔(Af⁃
sheen Kumbar)来说，她8个月大
时摔的那一跤却是改变她命运
的一跤。

古姆巴尔刚出生时跟其他
兄弟姐妹一样，是个正常孩子，8
个月大时，她在户外玩耍时摔了
一跤。跌倒导致她肌肉受伤，因

为家里不富裕，家人没有及时带
她就医。随着年龄增长，古姆巴
尔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脖子向左
侧弯曲无法抬起来，始终呈现
90度弯曲，让她无法站立和行
走，不能以正常的视角看东西，
连吃饭和上厕所都要人帮忙。
古姆巴尔的样子让同龄人不敢
接近她，她也没法上学。

（来源：环球网）

巴基斯坦女孩患怪病
摔一跤脖子弯曲90度

据报道，一位38岁的黑人妈妈
通过试管授精生下了两个肤色完全
不同的双胞胎，黑皮肤的男婴卡姆
西和白皮肤的女婴卡奇，她坦言在
护士将这两个孩子抱给她的时候她
以为护士搞错了。

38岁的朱迪斯·恩沃科查(Ju⁃
dith Nwokocha)来自加拿大卡尔加
里，她为了怀孕努力了八年，但是
直到 2016年她尝试试管授精之后，
她才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肤色完
全相反的卡姆西(Kamsi)和卡奇(Ka⁃
chi)。在说到这件事时，朱迪斯
说：“我第一次见到卡奇的时候，
我以为是护士把别人的孩子错交给
了我。我等了几秒，等着有人告诉
我这是一个误会。卡奇特别白皙，
这让我很惊讶。”她说，“结果护士
只是走过来告诉我她很漂亮。很
快，他们两个都健康的喜悦就超越
了我其他的感受。”

当朱迪斯领着卡奇外出时，总
有人问“孩子的父母在哪里？”，而
当朱迪斯告诉他们她就是卡奇的妈
妈时，人们的脸上都会露出震惊的
表情。但是朱迪斯说，没有任何人
对这件事表现出负面的反应，他们
总是告诉她卡奇很漂亮。这位龙凤
胎妈妈说，人们看到婴儿时感到很
困惑，大多都是因为卡奇的发质。
医生告诉朱迪斯，卡奇患有白化
病，将来需要同自己不断下降的视
力做抗争。医生建议卡奇学习盲文
进行阅读。但朱迪斯说：“我知道
她的视力不好，但是当我得知卡奇
需要在学校学习盲文的时候还是很
心碎。我甚至都把盲文课本扔进了
垃圾桶里。”

朱迪斯表示，她将会努力让三
岁的卡奇可以坦然接受她的独一无
二。她形容卡奇是个聪明的女孩，
个性也很要强。朱迪斯说：“我不

确定现在只有三岁的她是否能意识
到自己的独特性，但是最终她会知
道的。我有责任陪伴她并且告诉

她，无论如何都要爱自己。”
（来源：环球网）

黑白小天使！
黑人妈妈意外生下不同肤色龙凤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