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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夫妇改造破败古堡成理想之家
近日，澳大利亚 40 岁的斯特夫·
伯根（Stef Burgon）和 37 岁的丈夫西
蒙·亨特（Simon Hunt）分享了他们的
买房故事。这对夫妇在社交网站上
看到一张旧的苏格兰古堡照片，立即
决定买下来，并将其改造成了他们的
理想之家。
斯特夫表示，第一次看到基尔马
丁城堡是在 2014 年，当时她和西蒙
刚结束苏格兰高原地区的冬季之旅，
并爱上了那个地方。很快他们就开
始认真研究这一地区，并梦想着移
民。斯特夫和西蒙表示厌倦了阿联
酋的生活，在那里她是一位广播节目
主持人，西蒙的工作是广告宣传。
据报道，这座 16 世纪城堡坐落
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距离格拉斯哥
两小时车程，附近村庄有一家酒吧和

一家熟食店。它已经破旧不堪，需要
做很多翻新工作。这对夫妇最终以
331780 英镑（约合人民币 290 万元）
的价格竞拍到了这个城堡，为此，他
们负担了 50%的贷款。为了挣钱还
债，他们不得不回到迪拜继续工作，
并将城堡粉刷油漆后出租。
直到今年一月，辞职后的两人开
始了对古堡的翻修工程，在经历了漫
长而又艰难地翻修后，终于在七月底
完工了。现在，西蒙每天早上烤面
包，斯特夫睡在自己最喜欢的房间
里，在塔楼里洗澡。他们计划把另外
四个房间租出去。斯特夫说：
“ 这将
是我未来的全职工作，我很兴奋！为
了翻修它，在货车里辛苦工作、欠债
和受冻的几个月都是值得的。
”
（来源：
环球网）

英酒吧组织 432 名
叫
“奈杰尔”的人聚会
破世界纪录
据外媒报道，近日，在英国伍斯
特郡布雷特福顿的弗利斯酒吧，56
岁的酒吧老板奈杰尔·史密斯（Ni⁃
gel Smith）组织了一场打破世界纪
录的聚会，他邀请名叫奈杰尔的人
聚集到他的酒吧，当晚共有 432 名
“奈杰尔”
到来。
据悉，发起聚会的原因是因为
史密斯发现去年一年都没有新生儿
取名叫“奈杰尔”，于是想出了这个
主 意 ，组 织 一 场“ 奈 杰 尔 ”们 的 聚
会。史密斯先生说：
“在这个名字消
失之前，我们认为‘奈杰尔’们应该

聚一次。这个名字并不能引领潮
流，但是每个奈杰尔都想在英式名
字的册子上留下永恒的印记。”史密
斯先生表示：
“这次聚会让我们共同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
据悉，这场聚会，非“奈杰尔们”
也可以来参加，但是他们必须佩戴
标识，表明自己不是“奈杰尔”。现
场，每位奈杰尔都要在“奈杰尔之
书”上签名以帮助验证这项世界纪
录。他们可以享用免费的饮品，享
受音乐和娱乐活动。
（来源：
环球网）

至，在野外观赏灰熊。
当 地 居 民 马 洛 利 库 拉 族（Ma⁃
malilikulla）的 杰 克·史 密 斯（Jake
Smith）表示：
“ 短短几个月内，灰熊
们的生存状况急转而下。”史密斯接
受了温哥华某渔业协会捐赠的 500
条鲑鱼，沿着灰熊经常光顾的海岸
线放置食物。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组织 8 月份

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气候变
暖的速度对于鲑鱼生态系统的影响
是全球平均数的两倍。研究还指
出，海洋热浪、洪水和干旱给鱼类生
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另据批评人
士称，开放网养鱼容易在水中传播
疾病和污染，也影响到了野生鲑鱼
种群。
（来源：
环球网）

俄动物管理员遭熊袭击被截肢 反为熊求情
近日，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的
动 物 管 理 员 薇 拉 · 比 利 奇 （Vera
Blishch） 被一只熊袭击，造成腿部
开放性骨折和严重刮伤，最终不幸
截肢。
事发当时，薇拉蹲下向一名新

员工介绍如何喂熊，站起来时感到
头晕，为了保持平衡，她在熊笼子
上靠了一秒钟，并不幸被一只名叫
Mannyya 的 20 岁雌性喜马拉雅熊袭
击。薇拉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最终
也没能保住小腿。但尽管如此，薇

拉还是要求对这只熊免除惩罚，她
认为这不是 Mannyya 的错。
据悉，薇拉是一名热情的动物
活动家，她与这些凶猛的动物合作
超过了 25 年，非常信任它们，之前
录下了很多与猛兽亲近的视频。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目前正在对
袭击事件进行调查，Mannyya 的命
运还没有决定。
（来源：环球网）

俄罗斯一海军充气船遭海象击沉
海员用杆子抵御攻击
据外媒报道，近日，一艘俄罗斯
海军舰艇在北极探险时遭遇一只愤
怒的雌海象，海员们乘坐的充气船
被海象用牙齿刺穿沉没，船上的人
在击退这头愤怒的海象后成功爬上
岸。这段惊险的经历被记录了下
来。
视频显示，当充气船快速下沉

法。”
他还表示：
“ 诺里的长相是
很特别，但是我们并没有预料到
人们会如此关注它。去年，
我和
蒂凡尼（Tiffany）决定为诺里找
一个伙伴。现在，两只小狗相处
得非常好。”
如今，像诺里这种混血狗非
常受欢迎，但由于是玩具犬的混
血，诺里只有 13 磅（约 12 斤）重
而且毛发十分蓬松。诺里洗澡
时样子会大不相同。
（来源：
环球网）

吓坏司机阻碍交通

因气候变化食物剧减
量进食鱼和浆果以准备冬眠。然
而，该地区的渔民称，
今年是近 50 年
来产量最少的鲑鱼捕捞季。摄影师
罗尔夫表示：
“我当然喜欢给大家展
示漂亮的野生动物和自然照片，但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有责任向大
家展示真相。”
据了解，该地区是灰熊的天堂，
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

据外媒报道，美国西雅图一
只名为诺里（Nori）的混血狗因
长着一张人脸引发网友热议，
人
们认为诺里在网上的照片是经
过编辑的。
据报道，诺里是澳大利亚玩
具牧羊犬和玩具贵宾犬的混
血。它的男主人凯文（Kevin）表
示：
“ 以前，我们带着小诺里散
步，不到一个街区就会有人拦下
我们问它的事。我们常常听到
人们说诺里的眼睛让它看起来
就像人一样，我非常赞同这一看

印度一条鳄鱼
因河水上涨爬上车道

摄影师在加拿大拍到瘦弱灰熊
据外媒报道，近日，一位摄影师
在加拿大拍下了一群骨瘦如柴的灰
熊，它们的栖息地因气候变化食物
锐减，于是只能拼命寻找食物。
加 拿 大 摄 影 师 罗 尔 夫·希 克
（Rolf Hicker）在英属哥伦比亚省海
岸拍摄到一只棕色母熊和她的两只
幼崽正在一起捕鱼，而母熊已经瘦
得皮包骨头。这个季节灰熊本该大

是真是假？
美国一小狗长着一张人脸

时，水手们用一根杆子推开海象，然 “紧急，紧急！我们的船被海象刺穿
后快速驶向岸边。一名俄罗斯军官
了……”他告诉考察船没有时间返
通过无线电向不远处的“阿尔泰” 回阿尔泰，然后命令道：
“ 我们去岛
（Altai）号科考船发出警报，袭击发
上……”
生时充气船上至少有八名船员处在
据悉，这艘船当时是与俄罗斯
危险中。在冰冷的海面上，雌海象
地理学会（Russian Geographical So⁃
反复攻击并把充气船刺穿了三个
ciety）一起前往荒凉的弗朗茨·约瑟
洞。当船驶离海象时，指挥官吼道： 夫（Franz Josef）土地探险的。地理

据外媒报道，近日，印度南
部一只鳄鱼趁着河水上涨爬上
车道，吓坏司机造成交通堵塞，
幸而最终被警方捉住并放回河
中。
视频显示，在印度南部泰伦
加 纳 邦（Telangana）的 季 风 季
节，当河流水位上升时，一条可
怕的鳄鱼爬上了繁忙的公路。
警方和林业局官员找到了
一家挖掘机公司，请他们将鳄鱼
从路边移开。在众多附近村民

的围观下，鳄鱼的嘴部被布包
住，最终被挖掘机吊走。在检查
是否受伤后，鳄鱼被释放回河
中。
一名林业局官员证实：
“靠
近村庄的戈达瓦里河变得湍急
而泥泞，迫使鳄鱼上岸。我们的
团队试图捕捉这只暴躁的鳄鱼，
最终在挖掘机的帮助下，
我们将
它安全地固定住了。”
（来源：
环球网）

英国退休老人
卖掉上千玩具藏品
筹 87 万元捐助环保组织
据外媒报道，在英国德比郡
切斯特菲尔德，一位退休老人卖
掉了他收藏的大量玩具，
用赚到
的 1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87.7
万元）资助了生态环保项目。
现年 69 岁的迈克·斯托克
威 尔（Mike Stockwell）花 了 40
年时间打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古
董玩具收藏馆，来自日本和德国
的锡制玩偶和机器人充满了他
的房间，所有这些藏品都存放在
橱柜中。锡制玩具“发烧友”表
示，迈克的家就像一家“童年博
物馆”。
但如今，迈克对气候变化甚
为担心，并决定出售他心爱的藏
品，来资助环保项目。迈克说：
“那些曾经想参观我房子的人们
只是想看看我的藏品，就像去玩
具店那样，但这些藏品远远不止
是玩具，它们是工程学的杰作。
我的很多藏品都是机械的，
从小

玩物到艺术作品，有一些还有着
复杂的设备。”
迈 克 收 藏 玩 具 始 于 1976
年，他认为自己的这项爱好“已
经超越了痴迷”
。迈克收集的大
约 1000 件藏品由埃特沃尔德比
市的汉森拍卖行拍卖，卖品囊括
了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
藏品，受到了世界各地的竞标者
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日本和
中国。
迈克说：
“ 我非常关心气候
变化，现在是我出售藏品的时候
了。我有三个孙子，我希望他们
有未来。”
汉森的玩具估价师史蒂夫·
富尔福德（Steve Fulford）说：
“我
经营过一家玩具博物馆，
但这是
我见过的最震撼的玩具藏品系
列。它必定是世界上同类藏品
中最好的一个，有些物品是非常
有价值的。” （来源：
环球网）

学会的报告表示：
“雌海象可能是出
于对幼崽的担心才这么做的。船沉
了，但指挥官的正确行动避免了悲
剧的发生，所有登陆者都安全到达
了岸边。”一名海员在事故发生后
说：
“海象没有受伤，我们也没有，真
是万幸。”
（来源：
环球网）

德国一冒险者浓雾中跳伞挑战极限
据外媒报道，近日，一名德
国跳伞爱好者上传了自己最新的
挑战视频，他从 500 英尺 （约 152
米） 高的天线塔顶上纵深跃入浓
雾中，最后安全降落在一片玉米
田里。
视频是由这名爱好者固定在
头盔上的摄像机拍摄的，记录了
这位冒险家在日出时分惊心动魄
的体验。从平台两侧的涂鸦中可

以看出，他不是第一个为了好玩
而爬到天线顶端的人。倒数三秒
之后，这位跳伞者跃入浓雾，自
由落体数秒之后打开了降落伞，
约 20 秒之后，他的眼前才出现一
片玉米田。在视频的最后，这名
冒险家说：
“这是我最棒的跳伞体
验之一，与之前完全不同，这次
降落的时候你看不到地面。
”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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