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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聯合網18日消息：2011年7
月在摩洛哥墜落的隕石（見圖）日前被證實來
自火星。今次是火星隕石墜落地球、留下 「證
據」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於1962年。

這批隕石總重約 6.8 公斤，可能是隨着
2011年7月的那場流星雨墜落到地球上的。由
於火星探測器還不能將火星上的物質樣本送回
地球，因此流星雨成為人類獲得火星隕石的唯
一來源。

由隕石專家和美國航天局科學家組成的特
別委員會稱，這些隕石確實來自火星，其中最
大的一塊重量超過 0.9 公斤，而現在地球上所
有搜集到的火星隕石加起來還不到109公斤。
由於十分罕見，這些隕石的價格高昂，比黃金
還貴重十倍。

天文學家認為，數百萬年前曾有某個大型
天體與火星相撞，一些火星岩石經過漫長的太

空之旅進入地球大氣層，並分裂成更小塊。大
部分火星隕石被發現前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數
百萬年，已經被地球 「污染」，而新發現的這
些火星隕石則非常純淨。

火星隕石墜地球 半世紀首次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8日消息：29
歲的英國格鬥手加文．戴維斯買的彩票中了
100 萬英鎊（1191.4 萬港幣）的大獎，他在中
獎結果公布了17天之後，才發現自己中了大獎
，之前更是險些將彩票扔掉。

戴維斯一直將彩票扔在車上的手套箱裡，
並透露自己有可能在不小心的情況下，把彩票
給扔掉。他說： 「我女友有潔癖，有可能在沒

有事先知會我的情況下去洗車，
把彩票丟垃圾桶裡。」幸虧當地
報紙向久未露面的百萬富翁發出
呼籲，他才開始尋找中獎彩票。

戴維斯表示： 「我常說自
己總有一天會成為百萬富翁的
！我每周花 25 鎊買彩票。我曾
經中了不少小獎，不過因為我
的女友經常整理房間，我都沒有兌
過獎。真是難以置信──我總想買
一輛林寶堅尼，現在終於心想事成
了！」戴維斯打算買一輛價值15萬
英鎊的林寶堅尼跑車， 「林寶堅尼是我
第一筆大開銷，我打算把剩下的錢用作
投資，變成1000萬。」

英國國家彩票的發言人表示： 「很高興
戴維斯終於出現了，希望他喜歡自己贏得的獎
項──對2012年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如果買彩票的人把彩票丟了真的非常可惜，這
可能是一筆會從根本上改變生活的獎金。我們
想提醒所有買了彩票的人，每次買完以後都要
檢查結果。」

英漢險遺失巨額彩票

潘基文： 「春節快樂」
當地時間1月6日下午，潘基文來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圖書館二層的

臨時媒體工作區，向常年在這裡工作的各國記者問候新年。當他與中
國記者握手時，潘基文特意用清晰的中文說出 「春節快樂」！隨後，
潘基文又專門指出，對於中國等國家來說，即將迎來農曆新年，按照
傳統習慣今年是龍年，因此特別向這些國家的人們祝賀新年，祝願中
國人民龍年吉祥！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17日通過視頻向中國人民祝賀龍年春節。
內塔尼亞胡以中文 「新年快樂」開場，他說： 「我知道根據中國傳統

，龍年代表成功和好運。在這一年中，我確信中國人民將繼續取
得令世界驚嘆的非凡成就和繁榮。」

內塔尼亞胡在拜年視頻中說，今年是以中建交20周年，但
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談到二戰

期間猶太難民大批前往中國避難時，內塔尼亞胡說： 「在
猶太人民最需要的時刻，中國是我們安全的港灣。」
內塔尼亞胡強調，兩國關係未來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在科技、農業、科研、醫療等諸多領域，以中兩國的合作才
剛剛起步。他說： 「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都擁有悠久的歷史，
我們的傳統和價值觀在人類發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頁，同時我
們也都是充滿活力的民族，融合古老和現代，影響了這個世界。祝
願以中兩國友誼水準在這個龍年達到新的高度。」

羅馬尼亞總統拜年
1月10日，羅馬尼亞總統伯塞斯庫率外交部長、地區發展部長、文

化部長等重要內閣成員及總統顧問班子專程到中國大使館向中國人民
祝賀新年。伯塞斯庫總統說，值此中國農曆龍年到來之際，謹代表羅
馬尼亞人民向友好的中國人民致以誠摯的節日祝賀，衷心祝願中國
繁榮富強、人民幸福。

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學里也發表賀詞向中國人民拜年，他
說： 「我謹祝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春節快樂，新年
吉祥如意。龍年代表力量和決心，在新的一年裡，我
希望友好的中國人民取得更大進步，再攀新高峰
。」

中國農曆新年
已經不僅是中國的
節日，更已成為世

界各國向中國示好的最佳
時機。近年來，外國的的領

導人們都會在農曆春節將近之時
，向中國人民拜年，不但送上問候和
祝福，還表達了在新的一年與中國繼
續合作、發展友好關係的美好願望。
諸如中文拜年、 「恭喜發財」等中國
元素的廣泛運用，令中國人民和華僑
華人倍感親切。

2010年農曆新年前夕，美國總統
奧巴馬在白宮網站發表視頻講話，祝
賀全世界的亞裔新年快樂。這是美國
總統第一次用影音的方式向全球華人
拜年。奧巴馬的拜年影片全長 50 秒

，打着紅色領帶
，背景還看得到暗
紅色地毯以及紅色的展
示櫃，看起來喜氣洋洋。

同年，時任英國首相白
高敦在其官邸唐寧街十號舉辦酒
會，招待在英華人代表，以表達
其與在英華人同慶中國新年之意。此
次活動據悉為白高敦任期內首次針對
華人重要節日進行的慶典。白高敦與
夫人一起，用英式的 「Gong Hee
Fat Choy」（恭喜發財）恭祝全體
在英華人農曆新年快樂。

加拿大總理哈珀在虎年也向華人
祝賀幸福、健康和繁榮的農曆新年，
並在賀信的最後用廣東話說 「恭喜發
財」。 （本報資料室）

中文拜年漸成中文拜年漸成首腦風尚首腦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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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總理以色列總理

中國龍年近中國龍年近
政要賀新春

【本報訊】據新華社18日消息：在中國農曆龍年即將到來之際，世界各國領
導人紛紛向中國人民祝賀新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等
還特意用中文祝願中國人民 「春節快樂」 。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8日消息：感
到生活不如意？也許讓自己高興起來的一個最
快方法是刪掉你的Facebook帳號。新研究顯示
，人們愈是頻繁使用 Facebook，他們就愈有可
能相信其他人比自己更快樂。

猶他河谷大學這項研究顯示，用戶上傳到
Facebook 上的照片，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微笑
和快樂的面孔，傳達了自己比別人過得更好的
信息。

該大學的社會學家們訪問了 425 名大學本

科生，調查他們和他們朋友的快樂程度。參與
者被要求回答一些問題，例如他們在多大程度
上同意 「生活很公平」、 「很多朋友生活比我
好」之類的說法。接着，讓他們描述他們在
Facebook 上的活動，包括他們的 「朋友」數目
和他們對這些 「朋友」了解的程度。結果顯示
，那些在Facebook上把他們實際上不認識的人
列為 「朋友」的用戶，尤其是明顯覺得別人比
自己更快樂。相反，該研究顯示，那些在現實
中花較多時間與朋友實際接觸的人，較不會覺
得自己生活不如別人。

研究者認為，這種與Facebook有關的不滿
足感，是一種常見的心理過程的結果，該心理
過程叫做 「對應偏差」，指我們根據對人們有
限的認識而得出虛假結論。當這種扭曲性的效
果因Facebook上有數以百計不認識的 「朋友」
而成倍擴大之後，不難想像，用戶會覺得自己
生活遠不如別人。

FbFb用戶易致用戶易致對應偏差對應偏差
誤以為網友比自己快樂誤以為網友比自己快樂

▲

Facebook
的好友相往
往會造成他
人生活更幸
福的錯覺
《每日郵報》

▲加文．戴維斯展示巨獎彩票
《每日郵報》

▲ 聯 合 國 秘 書▲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潘 基 文 用 中長 潘 基 文 用 中
文 說 出文 說 出 「「春 節春 節
快樂快樂」

新華社新華社

▶羅馬尼亞
總統伯塞斯
庫

互聯網

▲以色列總理內塔
尼亞胡用中文祝願
中國人民 「新年快
樂」 互聯網

▲▲ 20102010 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年美國總統奧巴馬
向全球華人拜年向全球華人拜年 互聯網互聯網

▶ 2010 年 英 國
首相白高敦在華
人新春酒會上致
辭 互聯網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親筆書寫中文賀年文親筆書寫中文賀年
題詞題詞 互聯網互聯網

說中文說中文

▲巴基斯坦
總統扎爾達
學里

互聯網

【本報訊】據法新社日內瓦18日消息：世界衛生
組織星期三提名現任總幹事陳馮富珍第二次擔任該組
織首腦。

陳馮富珍是唯一被提交到世衛執行委員會的提名
候選人，該委員會在日內瓦一次會議上作出正式提名
。該項任命必須在世衛第65屆大會上通過，該大會將
於5月21日至26日在日內瓦舉行。世衛說： 「如果獲
世衛大會確認，陳馮富珍博士的新任期將從2012年7
月1日開始，持續至2017年6月30日。」

陳馮富珍是前香港衛生署署長，於2006年11月
被選為世衛總幹事。在陳馮富珍擔任香港衛生署署

長期間，香港爆發H5N1禽流感和沙士。在2009年她
任職世衛總幹事期間，她宣布豬流感是四十年來第一
次全球流感疫症。

特區政府發聲明祝賀
香港特區政府昨晚發出聲明表示，衷心祝賀陳馮

富珍獲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昨日（日內瓦時間一
月十八日）提名擔任下任總幹事。

行政長官曾蔭權欣悉陳馮富珍獲提名，並表示這
次提名充分反映各國認同陳馮富珍在本任
期內的工作表現。陳馮富珍曾任香港衛生

署署長，能出任世衛要職，為世界衛生工作作出貢獻
，香港人與有榮焉。我們亦感謝國家對陳馮富珍的支
持。

曾蔭權說： 「我們相信陳太在未來任期將面對更
多新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會一如以往，與世衛保持緊
密聯繫，並積極參與世衛的工作，共同對抗疾病，改
善世界衛生情況。」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陳馮富珍在出任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首個任期內貢獻良多，無論在
傳染病例如流感大流行，或非傳染病例如預防慢性疾
病等問題上，均作出長遠規劃，她尤其關注發展中國
家的醫療問題、婦女健康問題與控煙工作等。她的卓
越表現，深受各國衛生當局的認同及讚許。

陳馮富珍獲提名連任世衛總幹事

▲陳馮富珍在演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