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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數碼
期刊》1 月 1 日報道：不少需移植器
官的病人可以在 Facebook 上尋得器
官捐贈者，令生命出現曙光。

美國西雅圖市一名 38 歲的父親
布朗育有2子，因為急需腎臟移植在
Facebook上設立了捐贈網頁，親友們
將他的網站連結廣為流傳，現在他
已找到捐贈者，並將於3日進行手術
。捐贈者是布朗妻子的朋友，認識多
年但交情不深，但仍願意捐出腎臟。

布朗並非特例。美國廣播公司
新聞網 2011 年 4 月曾報道，美國男
子柯爾茲因為腎臟衰竭飽受洗腎之
苦，因此遲遲無法與妻子蘿西共組
家庭，醫生告訴他們，要等一個腎
臟需要5年時間。得知消息後，蘿西
在自己的 Facebook 網頁上留下信息
： 「我希望腎臟能從天上掉下來，
好讓我的丈夫免於病痛折磨。」
「如果有人認識任何 O 型的活體捐

贈者，拜託請告訴我。」最後，25
歲的西斯科看到蘿西的消息後決定
伸出援手，捐出自己的腎臟。西斯
科與蘿西透過工作認識，之前兩人
只互為 「Facebook好友」，沒有多大
交情。

美國 「器官分享聯合網絡」發
言人帕希克表示： 「我們看到愈來
愈多的成功案例是透過社交媒體來

促成的。」並補充，在此之前，人
們都是透過其他方式，如教會公布
欄、口耳相傳或廣告方式尋找器官
捐贈者。

英1/3離婚案與Fb有關
Facebook在為有需要的人帶來福

音的同時，英國一項調查顯示，2011
年 ， 英 國 1/3 的 離 婚 個 案 都 與
Facebook 有關。在 5000 名申請離婚
個案中，超過 33%的離婚個案涉及
Facebook， 兩 年 來 上 升 50% 。
Facebook成為離婚案件搜集證據的地
方。Facebook導致婚姻出現問題的典
型模式是，夫妻一方在 Facebook 上
發現了另一方的調情信息以及與情
人的合影照片等。

【本報訊】據《衛報》1 月 1 日
報道：80 歲的傳媒大亨梅鐸加入玩
推特行列，雖然不少人半信半疑，但
短短24小時，已吸引14000欣喜若狂
的粉絲追隨，魅力沒法擋！

梅鐸在推特上的內容無所不談，
包括美國總統選舉和他一家人在加勒
比海度假。粗略瀏覽他的信息，可以
看到他認為《喬布斯傳》 「有趣但評
價略顯不公」；他還覺得他去度假的
聖巴思島人實在太多。

由於梅鐸本人巨大的爭議性，因
此他的到來立即引起不同反應。前
《世界新聞報》主編皮爾斯．摩根寫
道： 「啊，實在太妙了……歡迎我的
前老闆梅鐸到推特上來。」但是前英
國副首相彭仕國的感想最能夠反映大
家的心結。他說： 「歡迎梅鐸上推特
，我已在我的語音郵箱給你留下新年
賀詞。」所謂語音郵件，間接提到梅
鐸屬下的報刊從事電話竊聽的醜聞，
這宗醜聞曾使梅鐸在 2011 年飽受抨
擊和壓力。

雖然梅鐸戶口已經通過核實，但

是很多人依然對該戶口的真實性生疑
。《名利場》雜誌常駐撰稿人邁克爾
．沃爾夫是梅鐸傳記的作者，他宣稱
該戶口是 「假的、假的」。另一名用
戶說： 「這不可能是他，因為如果是
他，他每一個字都應該是道歉。」

梅鐸上推特的消息是由推特執行
主席傑克．多爾西宣布的，他說梅鐸
已建立了一個經過核實的戶口，並將
以其獨特言論使推特增光。多爾西說
： 「以他自己的聲音，以他自己的方
式，@RupertMurdoch（梅鐸英文原
名）已在推特上了。」

【本報訊】據《每日電訊報》1
月1日報道：英國哈里王子將實現對
受傷官兵的承諾，與他們一起攀登
聖母峰。

雖然哈里王子今年行程很滿，但
他還是堅持 2012 年要實現征服聖母
峰的多年夢想。今年 27 歲的哈里王
子去年結束北極探險時曾經暗示，他

打算今年5月和受傷官兵一起挑戰下
一個目標──征服聖母峰。

哈里王子目前是慈善團體 「與傷
兵同行」的贊助人，去年遠征北極，
就是要為這個團體募款。白金漢宮一
直不願透露哈里王子有無可能把攀登
聖母峰排入個人行程。 「與傷兵同行
」組織對此也拒絕發表意見。

Fb為器官移植帶來曙光

哈里王子擬登聖母峰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月
2日消息：很多不滿意自己身高的男
性，可能會選擇穿增高鞋墊來修飾
自己身材，但一名叫托馬斯的英國
男子決定進行非常疼痛的增高手術
，一舉 「長高」了 10 公分，還成功
娶到身高175公分的老婆。

36 歲的托馬斯一直覺得自己身
高（約168公分）太矮，兩年前決定
動增高手術，手術後在交友網站上
認識現在的老婆瑪姬，而身高 5 呎
10 吋（約 175 公分）的瑪姬說：
「如果托馬斯沒有增高，我根本

連約會都不會和他出去」。
英國近年開始流行增高手

術，只是想變高的代價可不少
，手術本身就高達 3、4 萬英
鎊（港幣 40 萬元左右），手
術時間約 4~6 小時，而且術後
還有痛苦的適應期，本來僅
用於四肢長度不全的患者，
但越來越多人是為了 「愛
美」去做這個手術。

增高手術的方式是
先會將病人大腿骨鋸成
兩半，再植入不鏽鋼支
架，手術完成後其實只
會增高 1 公分，等到縫
合皮膚後，病患每天必須將兩條腿
分別向內、外扭轉 15 次，每次都會
發出 「喀嚓」聲，刺激腿部肌肉增
生，這樣每天可以再增高1公厘，持
續痛苦的 「喀嚓」復健運動兩個月
，平均可以長高6公分，而在這段期
間都必須持柺杖行走。

雖然得經歷這麼多的煎熬，但
托馬斯覺得非常值得，他認為身高
不高才是痛苦的，並且舉出例子，
「看看大家是怎麼嘲笑湯告魯斯和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的。」這兩位名
人身高分別是 170 公分和 165 公分，
剛好都娶了175公分的老婆。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月1日報道：一年
一度慶賀新年來臨的重頭戲──倫敦新年大巡遊 1
日舉行，約50萬名市民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沿
途聚集，觀看這場別具特色、妙趣橫生的街頭狂歡
盛宴。

今年的巡遊線路依然以格林公園附近的利茲酒
店為起點，沿途經過倫敦市中心的幾條主要大街，
最後在議會大廈前結束，線路全長 2.2 英里。參加
今年巡遊表演的人員達8000人，其中既有來自英國
本土的民間藝術團體，也有來自20餘個國家各具風
情的表演團隊。今年美國亦派出17個以音樂演奏為
主的表演隊伍，成為當日巡遊的一大亮點。

倫敦新年大巡遊今年已是第26屆，它宣告了對
倫敦而言 「重要而特殊」一年的開始，今年倫敦將
慶祝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並將在時隔64
年之後，首次舉行夏季奧運會。

美太空署闢謠美太空署闢謠
2012世界末日

【本報訊】據中央社、美國太空總署
網站1月1日消息：以瑪雅曆會在今年冬至
結束作為世界末日的證據的傳言愈演愈烈
，各國民眾憂心忡忡。踏入2012之前，美
國太空總署（NASA）便在官網請來專家釋
疑，為網友解開 「末日心結」 。

根據古瑪雅曆法，今年冬至是 14 萬 4000 日的一
個周期循環的結束。始於神話的瑪雅創世紀日的周期
循環已經過了 12 次，第 13 次將在今年結束，越過完
整的5200年瑪雅創造周期。

「流氓行星」 是惡作劇
末日說法始於一個叫做Nibiru的行星，傳說它會

撞擊地球。這個災難發生的日期最初被認為是2003年
5月，但是那一天什麼也沒發生，所以這個 「末日」
的時間又被推遲到了2012年12月21日。

美國太空總署網站上一篇名為 「2012年：末日的
開始，或為什麼世界不會終結？」的文章表示，
Nibiru或其他 「流氓行星」的故事是網絡上的惡作劇
。這些說法沒有事實根據。如果Nibiru存在，且今年
會向着地球撞過來，那麼天文學家應該已追蹤至少10
年，而且現在應可為肉眼所見。它顯然是不存在的。

有人則警告今年地球南北極會翻轉。NASA近地
星體辦公室天文學家姚曼斯表示，地球的磁極確實會
移動，不過是在大約50萬年裡慢慢移動，沒有證據顯
示12月21日會出現這種現象。

近星體對地球無風險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稱地球可能遭遇彗星撞擊，

地球對彗星或小行星撞擊向來缺乏防禦能力，不過大
的撞擊卻很罕見。姚曼斯說，天文學家在不停地監察
太空中的近星體，在已知的近星體中，沒有對地球造
成風險的。

姚曼斯表示，即使沒有證據支持，這些末日理論
還是得到公眾關注，而且類似的預言將持續出現，除
非科學家更致力於用真理來揭露這些迷信的說法。

倫敦新年大巡遊 50萬人狂歡

小貓神爪狂切水果

梅鐸玩推特 萬人追捧

英漢忍痛手術增高娶高妹

【本報訊】據《時代》雜誌1月2日
報道：大受歡迎的遊戲程式 「忍者切水
果」（Fruit Ninja），不只人們愛不釋手，
連貓咪也着迷，發狂以貓爪狂切水果。

這隻貓咪大耍 「神爪功」過程，被
主人拍下，放上分享網站 YouTube；片
中可見貓咪先趴在桌上，主人將開了
「忍者切水果」遊戲的 iPad 放到牠面前

，貓咪一回頭，突然發瘋似的開始用爪

子狂切水果。貓咪的速度非常驚人，兩
「爪」並用，幾乎沒有一個水果可以逃

離牠的 「魔爪」。
小貓咪 「切」力驚人，最後遊戲結

束得到128分的高分。此則短片僅上傳不
到一周，就累積了六十幾萬的點閱數，
一時風頭無兩。網友們對貓咪的 「貓爪
功」讚嘆不已，甚至有人甘拜下風的對貓
主人說：「你的貓切水果比我還厲害！」▲ 「貓咪狂切水果」 視頻網上瘋傳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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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
月 1 日消息：古老馬雅傳說稱，二○一
二年將是世界末日。阿肯色州一個小城
可能已看到一點兒徵兆了，原因是大約
有五千隻黑鳥在新年凌晨從天空上掉
下來摔死了。

阿肯色州比比市街道部督察彌爾頓
．麥庫拉爾說： 「當市長打電話給我時
，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

麥庫拉爾說： 「他凌晨四時打電話
叫醒我，對我說，我們這裡有鳥兒從天
空掉下來。」

鑑於鳥兒數目如此多，以及如此集
中摔死在一個地方，因此這種怪事背後
應有點解釋才對。但科學家依然對此迷
惑不已。

康奈爾大學鳥類學家凱文．麥戈溫
說： 「這些鳥兒，在夜裡的視力大多數

與我們差不多。牠們並不是像貓頭鷹那
樣在夜裡出沒，因此，如果牠們夜裡離
巢，牠們就像我們一樣看不見。」

去年大批鳥兒死亡，初步被認為是
慶祝新年的煙花造成的，有些人認為鳥
兒是被嚇死的。另一些人談到其他可能
性，例如受到冰雹或大規模閃電的襲
擊。

然而，所有這些說法都與阿肯色這
宗鳥兒集體死亡案扯不上關係，因為最
近阿肯色天氣平靜，警察甚至臨時實施
禁止放煙花的禁令，以防止再發生這類
事件。

居民傑夫．德雷南說： 「我打電話
給警察局，我跟他們說： 『我沒喝酒，
沒吸毒。』但我還未報告，警察局那位
女接線員就說： 『啊，你是來報鳥兒死
亡事件？』」

5000隻黑鳥阿肯色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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