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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電視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0日消
息：英國一名女子查倫．皮克林，周
日晚上7點半在溫布頓火車站月台與男
友吵架時，手機跌入路軌，為拾回手
機而不幸被火車輾斃。年僅 23 歲的皮
克林當場死亡，留下一個5歲的兒子托
比。

警方消息人士稱： 「閉路電視錄像
顯示，一名年輕女子與其男友正在爭吵
。她的手機掉了，在月台上彈跳了幾下
，便掉進鐵軌。她跳下去撿，被一列時
速 60 英里的火車撞到。她男友當時有
大聲勸阻過她，但一切都太晚了。」

事發時正在該車站的乘客詹姆斯．
圖恩布爾說： 「有些在溫布頓不停站的
列車和貨運列車，速度都非常快，十分
嚇人。」

【本報訊】據法新社 10 日消息：
中國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10 日宣
布，大熊貓 「圓仔」和 「歡歡」將於1
月 15 日乘專機飛赴法國博瓦勒動物園
，開展為期 10 年的大熊貓國際繁育合
作計劃。

此次中法大熊貓國際科研繁育合作
計劃即將開展兩方面的研究：大熊貓繁

育關鍵技術研究和大熊貓野外放歸前期
研究。 「圓仔」和 「歡歡」目前身體狀
況良好，兩隻大熊貓正處於檢疫階段。

雄性大熊貓 「圓仔」和雌性大熊貓
「歡歡」都出生於 2008 年目前體重分

別為81公斤和79公斤。
據悉，法方已對大熊貓的到來做好

了充足的準備，一座中西合璧的 「熊貓
豪宅」早就提前建
好，等待這對新主
人的入住。動物園
考慮到 「圓仔」和
「歡歡」初到法國

難免會 「思鄉心切
」，這座館舍既有
中式色彩的亭台樓
閣，也有法式開放
的庭院。這座熊貓
館設備先進，有休
息區、活動區、遊
樂園，甚至還有產
房。

【本報訊】據新華社開普敦 9 日
消息：南非、英國和加拿大的三家娛
樂公司將聯手拍攝一部以南非前總統
納爾遜．曼德拉生平為內容的電視連
續劇。該劇耗資預計2000萬美元（約
合 1.55 億元港幣），將於今年晚些時
候開拍。

據媒體報道，這三家娛樂公司是
南非的走出非洲娛樂公司、英國的左
岸電影公司以及加拿大的藍冰電影公
司。電視劇製片人之一、曼德拉的孫
子奎庫．曼德拉說，電視劇將把曼德
拉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來表現，而非
僅僅謳歌他在反種族隔離鬥爭中取得
的成就。

電視連續劇將以曼德拉的自傳
《與自己對話》以及《曼德拉語錄》
為腳本，暫名《馬迪巴》。 「馬迪巴
」是曼德拉家族名。南非民眾常用
「馬迪巴」代指曼德拉，視他為自家

長輩。連續劇時長 6 小時，內容涵蓋
曼德拉的大半生，從他早期的母子關

係，到他參與政治，被囚羅本島監獄
，直至他1994年當選南非首任黑人總
統。

生於1918 年的曼德拉一生致力於
反種族隔離鬥爭，曾獲得諾貝爾和平
獎。曼德拉在南非總統 4 年任期滿後
一直致力於慈善事業，尤其是兒童慈
善事業和愛滋病的防治工作。聯合國
已將曼德拉的生日 7 月 18 日定為國際
納爾遜．曼德拉日。

【本報訊】據新華社雅典 9 日消
息：希臘警方 9 日稱，雅典市中心希
臘國立美術館的 3 幅畫作當天被盜，
其中一幅是畢加索1939年創作的女性
頭部油畫。

警方的聲明說，當天清晨 4 時 30
分左右，一名或多名竊賊關閉了美術
館的警報系統，破壞了美術館鋁製外
門後進入館內行竊，僅 7 分鐘就盜走
名畫。被盜的另外兩幅畫作的作者分
別是荷蘭畫家蒙德里安和意大利畫家
蒙卡爾沃。盜賊還試圖偷走蒙德里安
的另一幅畫作，但因保安趕到而未能
得手。

希臘官方尚未宣布失竊畫作的估
價。

盜竊事件發生前，希臘國立美術

館剛剛舉辦完希臘和國際藝術家作品
展。美術館計劃從 9 日開始關閉數月
進行維修和擴建。

【本報訊】據中央社10日消息：CES剛開展，LG、三星
電子、聯想集團等電視大廠，已經開始為了刺激平面電視價
格回升，力推具備各項互動功能的智能電視，以吸引消費者
掏錢購買全新電視。

LG公司與聯想集團都將推出全新電視，使用者透過自然
聲語音指令即可搜尋電視節目與網路應用程式。LG一如三星
與索尼（Sony），也指望配備 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的
電視能夠吸引消費者加速汰舊換新。OLED 的優勢在於面板
自體發光，在無須背光源的情況下能讓電視更輕薄。LG計劃
開始出售55吋超薄OLED電視，當中包括體感遙控，並搭配
全球最大語音辨識技術供應商Nuance Communications的軟
件。聯想集團也將在中國大陸推出具備聲控功能的電視。

據悉，蘋果已故共同創辦人喬布斯生前向傳記作者艾薩
克森透露，蘋果正在打造一個全新的電視介面。

蘋果庫克膺收入最高CEO
【本報訊】據中央社洛杉磯9日消息：蘋果行政

總裁庫克（Tim Cook）去年8月接任後，立即成為
去年度收入最高的行政總裁。他去年的表現，讓他獲
得高達3.78億美元（29.5億港元）的豐厚薪酬，有望
成為美國去年收入最高CEO。

科技網站 CNET 報道，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9 日接獲的申報內容顯示，庫克獲得 3.76 億
美元（約合29.2億港幣）有限制股票和其他報酬，外
加基本薪資90萬美元（約合699萬港幣）。喬布斯去
年8月辭去蘋果CEO職務後，庫克便為此科技龍頭掌
舵。

蘋果董事會表示，公司依據 「庫克於喬布斯離職
前休假期間，承擔公司每日運作表現，決定給予報酬
額度。董事會也考量為股票設定 10 年限制期，讓庫
克留任，並預防庫克跳槽的可能性」。

去年 8 月庫克接任 CEO 數天後，董事會就送出
100萬美元（約合776萬港幣）的有限制股票。

曼德拉生平將被搬上熒屏

畢加索名畫 雅典7分鐘被盜

大熊貓圓仔歡歡移居法國

路軌撿手機 英女當場輾斃

《福布斯》雜誌記者薩維茨評論說，
三星最新推出的智能手機Galaxy Note不
但外形美觀，而且雖然有大屏幕，但尚算
輕身，相信會掀起起另一輪購買熱潮。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二合一
三星Galaxy Note以Andriod作業系

統為基礎，配備一個5.3吋高清巨型屏幕
，和新一代觸控筆S Pen。三星負責人指
出，S Pen有可能為觸感靈敏度、精確性
、和大家想像得到平板電腦觸控筆的其
他特色，訂立新標準。 「有了S Pen，用
家就可以透過自由書寫的方式，輕易素
描、記筆記，快速收發電郵和短訊。簡
單的截圖功能容許用家即時儲存任何畫
面，而這些畫面可以經S Pen個人化，然
後才儲存或分享。」

電視帶面部識別功能
三星引入3種配備智能互動技術的高

檔電視。這種技術內置體感和聲控軟件
，就像微軟Xbox 360視像遊戲機的周邊
產品Kinect那樣。

三星發言人拉西爾在一次訪問中說

： 「現在，你只要說一聲： 『嗨，電視
。』就可以開電視，只要說話或者擺姿
勢就可以轉台。」

三星電視業務副總裁李經植（音譯
）表示，三星今年售賣的部分型號會有
臉部識別功能。這種功能不但可以把用
家探測出來，還會自動協助用家登錄使
用以網絡為基礎的服務，例如網絡電話
服務等。他說： 「我們的 『智能』電視
將會變得更聰明。電視不但可以用來聽
和看，而且可以為消費者和觀眾做事。

除此之外，三星還準備推出連接線
上內容和無線連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和個人電腦的電視。它們甚至可能在新
產品中引入改良的屏幕科技和更薄的設
計招徠顧客。三星也着力增加電視機的
加工力和記憶體，讓觀眾可以一心多用
，例如一面串流內容，一面用Skype與朋
友開視像會議。

三星的消費電子業務主管尹富根在
首爾一個簡報會上說，三星打算今年售
賣超過 5000 萬部平面電視，去年大約賣
出 4300 萬部。這個預期的增幅較業界所
預期的7%至8%高。

【本報訊】據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及彭博社10日消息：
2012年國際消費電子產品展10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開幕。今次展
覽備受關注的韓國三星公司，雙線出擊，在智能手機和新型電視兩
個領域，都有新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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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倫．皮克林和她5歲的兒子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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