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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再添兩衛星
【本報訊】據中央社 15 日消

息：天文學家近期發布消息，太
陽系最大行星、擁有最多衛星的
木星再添2顆新衛星，總數達到66
顆，衛星次多的是第2大行星土星
，擁有62顆衛星。

天文館表示，美國卡內基研
究所的謝柏德（S. S. Sheppard）
在去年9月27日時以6.5米望遠鏡
觀測到這2顆衛星，編號暫訂為S/
2011 J1 和 S/2011 J2；S/代表衛星
，2011 代表發現年度，J1 和 J2 代
表2011年中發現的第1顆和第2顆
木星新衛星。

S/2011 J1 距離木星約 2015.5
萬公里，繞木星公轉一周約582天
；S/2011 J2 距離木星約 2332.9 萬
公里，繞木星公轉一圈約725天。
這兩顆衛星形狀不規則，繞木星
公轉的方向與木星自轉方向相反
，其直徑僅約1至2公里，比月球
的 3476 公里小很多，無法以一般
望遠鏡觀察。

包含這兩顆新衛星在內，木星
66 顆衛星中，有 52 顆都是這類逆
向不規則衛星，且絕大多數位在
離木星比較遠的外圍區域。有天
文學家認為，這類衛星是被木星
重力捕獲的彗星或小行星，而不
是和木星一起形成的原生衛星。

目前這2顆新衛星還沒有正式
名稱，若未來有人提議，再經由
國際天文聯合會（IAU）太陽系天
體命名委員會通過命名，就會有
永久名稱。

按慣例，木星衛星名稱皆為
神話中濫情的希臘天神宙斯（Zeus
）或他的羅馬分身朱彼特（Jupiter
）的情人或後裔有關的人物；且
IAU保留這類神話人物名字最末字
母為 「e」的給逆向公轉的木星衛
星。

原在夏威夷大學、現任職卡
內基研究所的謝柏德是發現最多
木星衛星的人，有 48 顆是他單獨
或與他人共同發現的。

英三歲女童戰勝腦中風
【本報訊】據英國《太陽報

》15 日消息：一個在出生時就患
有嚴重腦中風的英國小女孩，以
令醫學界震驚的姿態，學習走路
、說話以及睜開眼睛看世界。

當凱特琳．麥克拉夫林出生
的時候，她的母親莎倫被告知，
自己的女兒會失明，不能走路或
者說話。醫生表示，他們的女兒
腦部嚴重受創，未來會有嚴重的
生理和心理殘疾。但現在三歲的
凱特琳所取得的進展令人難以置
信，震驚醫學界。

莎倫透露， 「兩個不同的醫
學顧問告訴我們，她永遠不會走
路，因此她現在取得的進展，以
及她實際取得的進步，真是太不
可思議了。每一天，她的進展令
我們喜出望外。她是我們的小鬥
士。」

凱特琳於 2008 年 4 月出生，
由於是緊急分娩，出生後隨即被
送往嬰兒監護病房，並被發現腦
受損及嚴重腦中風。莎倫夫婦一

直對寶寶照料有加，並經常讓她
與兄弟姊妹玩耍，到她三歲時已
學會行路與說話。凱特琳目前正
在接受特別治療，雖然發展稍為
遲緩，但莎倫相信女兒一定可以
勇敢面對。

海洋垃圾氾濫
海獅生存堪憂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5日消息
：一對同志情侶在情人節以 50 小時又 25 分鐘
15秒的接吻時間創下世界最長接吻紀錄。

31 歲 的 Jaroegenasornsin 和 28 歲 的
Sittiamthong以超出前紀錄保持者4小時的成績
，創下新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另外6 對泰國同志戀
人參加了一年一度的《信不信由你》最長接吻比
賽。比賽地點在泰國芭堤雅，始於本月12日。

在比賽過程中，所有的參賽情侶都必須從
始至終地保持嘴唇接觸狀態，即使是在上廁所
、吃飯和用同一根吸管喝水的情況下都不能分
開。

在比賽的前三個小時中，參賽者不允許上
廁所。3 小時之後則必須在裁判的陪同下上洗
手間，當然前提是，參賽情侶要依舊保持接吻

狀態。
Jaroegenasornsin 說： 「我們很高興獲得冠

軍。彼此的支持是我們勝利的關鍵。去年我們
只堅持了22個小時，所以今年我們決定再試一
次。」

他們獲得了總價值6500美元（約合5萬港
幣）的獎賞，其中包括鑽戒、現金和一張泰國
五星級酒店的代金券。

上屆的優勝者 Tiranarat 和丈夫 Ekkachai，
去年以46小時又24小時9秒的成績奪冠。他們
也參加了今年的比賽，賽前Tiranarat說： 「我
們會盡量比去年做得好。我們要看其他競賽者
的實力如何，但是我們會盡自己所能。」

這項比賽的經理人表示： 「去年的接吻紀
錄很難打破，參賽者們必須有足夠的耐心來證
明他們的愛情。」

泰同志情侶接吻50小時

作為前美國國會和國防部的顧問，古德是
第一個公開此消息的重要學術界人士。在弗蘭
克．斯金納的英國廣播電視台 2 台時政節目
《固執己見》中，古德稱，各國政府定期跟外
星人會面，已經有數十年了。 「外星人以有形
或者無形的方式，跟全世界各式各樣的人都接
觸過。」他補充道。

當被問及外星人為何沒有跟像奧巴馬這樣
的 「重要」人士聯繫時，古德表示， 「當然，
我會告訴你，艾森豪威爾總統在 1954 年跟外
星人接觸過，就在空軍基地會面，見面共有3
次，地點包括在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軍基地
。」他接着透露，有 「很多人在場證明」。據
說，艾森豪威爾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官
員當時靠 「心靈感應」跟這些外星生物攤牌。

數百萬人見過外星人
據說艾森豪威爾跟外星生物會面時，告訴

官員們自己當時在加州棕櫚泉度假，事件發生
於1954年2月。第一次見到的外星人據說外貌
像 「北歐人」，然而最後跟一個名為 「灰色外
星人」的種族 「簽訂」了相關協議。

古德說道： 「我們知道，大概90%的UFO
報告，都可以用傳統意義上的外星人概念來解
釋。即便這樣，我會說，世界上有數百萬人確
實見過真正的外星人。」

英國國防部在 2010 年公開的機密檔案中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下令將一起偵查到
UFO 的事件保密。在二戰後期，英國皇家空
軍一架偵察機從法國或者德國執行完任務回
來的時候，在英格蘭東部海岸發現了一架
UFO。

據稱，邱吉爾曾跟艾森豪威爾探討過如果
偵查到 UFO，應該怎樣處理。艾森豪威爾在
1953 年至 1961 年擔任美國總統，據說他強烈
相信，有外太空生物存在。在二戰期間，艾森

豪威爾是美國陸軍五星上將，負責指揮歐洲聯
合部隊，並積極推動美國航空項目的發展。

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
次秘會外星人3

地點：美空軍基地地點：美空軍基地 方式：心靈感應方式：心靈感應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15 日消息：近日，阿拉斯加
漁 獵 部 門 （Department of Fish
and Game）公布了一段短片，重
點展現了人類的垃圾給海洋野生
動物造成的毀滅性影響。

在視頻中，大量海獅海豹的
嘴裡吊着魚鈎，脖子被橡皮筋和
塑料包裝袋纏繞住。這些袋子對
海獅的脖子造成的傷害清晰可見
，令人痛心。

這些動物很可能幼時不慎陷
入這些包裝袋中，隨着牠們逐漸
長大，塑料物質逐漸嵌入牠們的
身體，慢慢地使牠們窒息而亡。

阿拉斯加漁獵部門近期公開
這則錄像，意在強調廢棄的捕魚
裝備和其他垃圾對海洋動物的影
響，亦旨在根除西方國家民眾對
於塑料袋的依賴。塑料袋曾一度
讓英國海岸的鯨大量死亡。

阿 拉 斯 加 當 局 相 信 ， 他 們

之前嚴重低估了因海洋垃圾死
亡的動物的數字，現在他們正
在尋求和漁業部門更加緊密的
合作，以防止更多的海獅海豹
被垃圾困住。

野生動物學家拉瑞杰米森說
道： 「我們記錄的數字無疑會比
實際的要少。海洋垃圾對其他海
洋生物，包括海鳥和海龜，一樣
有致命危險。另外，北部的海狗
群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

一項針對瀕臨滅絕的東斯特
勒海獅的調查於 2000 年到 2007 年
間展開，主要地點為阿拉斯加和
北英屬哥倫比亞沿岸。調查人員
發現，至少有386隻海獅被廢棄物
纏繞或已吞噬廢棄物。塑料包裝
袋和橡皮筋是纏繞牠們脖子最常
見的物品。用來捕鮭魚的金屬閃
光型魚鈎，則是最易被牠們誤吞
入的物品。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本報訊】據英國《每日
郵報》郵報》1414日報道：一位前任美日報道：一位前任美
國政府顧問宣稱，前美國總統國政府顧問宣稱，前美國總統
艾森豪威爾曾經三次跟外星人艾森豪威爾曾經三次跟外星人
秘密會面。根據秘密會面。根據UFOUFO研究員兼研究員兼
暢銷書作者英國人蒂莫西．古暢銷書作者英國人蒂莫西．古
德的說法，美國第德的說法，美國第3434任總統艾任總統艾
森豪威爾曾於森豪威爾曾於19541954年，在新墨年，在新墨
西哥州一個偏遠的空軍基地跟西哥州一個偏遠的空軍基地跟
天外來客會面。天外來客會面。

▲3歲的生命小鬥士凱特琳
英國《太陽報》

奧巴馬Twitter祝妻快樂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 15 日消息
：情人節當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Twitter
公開向夫人米歇爾傳情，同時也不忘奉勸
全美國的男人要奉上禮物，與另一半共慶
浪漫情人節。

奧巴馬當天罕見地以私人身份發表推
文，祝妻子 「情人節快樂」，還表示當天
會與妻子外出共享情人節晚餐。當天較早
前，奧巴馬在白宮召開會議，敦促眾議院
通過延長工資稅削減法案，期間，他不忘
向在場男士提供情人節的浪漫高招。

他說： 「讓我提醒在場的紳士們，
今天是情人節，千萬別忘記，這是我的
經驗之談，你們一定要記住，對心上人
要 『大手筆』，不要計較成本，這是我

的建議。」
然而，正當各國有情人都在歡度情人

節，新婚不久的英國威廉王子夫婦卻必須
分開度過他們婚後的第一個情人節。威廉
王子此刻正在福克蘭群島執行軍務，與愛
妻分隔1萬多公里。不過，凱特收到了威廉
從萬里之外寄給她的情人節賀卡。凱特在
情人節當天安排公開活動，到的奧爾德海
伊兒童醫院訪問，這也是她首次獨自到外
地執行王室公務。

這家兒童醫院每年照顧治療 20 萬名兒
童，包括癌症病童和燒燙傷小病患，一名
12 歲的小患者送給她威廉凱特合影的情人
節賀卡。

籲男士情人節大手筆

▲奧巴馬在08年發表總統就職演說之後親
吻妻子米歇爾 資料圖片

▲ Jaroegenasornsin （ 左 ） 和
Sittiamthong（右）破接吻最長時
間世界紀錄

英國《每日郵報》

▲木星是太陽系中擁有最多衛星
的行星 互聯網

▲被包裝袋緊緊縛住導致窒息而亡的小海獅
英國《每日郵報》

▲美國第▲美國第3434任總統艾森豪威爾任總統艾森豪威爾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傳艾森豪威爾曾與外星人在新墨西哥
州的霍洛曼空軍基地會面

英國《每日郵報》

台灣新聞 大公評論 賽馬結果 體育

▲海獅頸部被繩索勒出極深傷口 英國《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