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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百歲人瑞玩滑翔傘慶生
【本報訊】據法新社洛杉磯20日消息：

美國一位已做了曾祖母的人瑞瑪麗．艾倫．
哈迪森，以玩滑翔傘來慶祝自己 101 歲的生
日，並因此進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哈迪森在75歲的兒子艾倫不服老而去玩
滑翔傘之後，決定與兒子一較高低。

哈迪森是去年9月1日在指導員凱文．亨
澤陪同下完成這項壯舉的，她一家四代人都

來看她表演，亨澤還稱哈迪森 「鬥志高昂」
。哈迪森說： 「我希望鼓勵上了年紀的人繼
續奮進，只要身體還行，就應當多做事情。
做人要積極向上。」為了更簡單地解釋她的
動機，她對當地電視台說： 「我不想輸給兒
子。」

當被問到着地後那感覺如何，哈迪森說
： 「那感覺？我還想再跳！」

英香港出生華裔青年
獲選倫敦奧運火炬手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21日電】英
國華裔青年張敬龍獲選擔任倫敦2012奧運
火炬手，突顯新一代英國華人青年形象。

23歲的張敬龍在香港出生。作為8000
名經提名獲選的倫敦奧運火炬手之一，他
將在 2012 年倫敦奧運開幕之前 7 天，即 7
月21日在倫敦沃爾瑟姆福里斯特區傳遞奧
運聖火。

英國奧運委員會 19 日公布全國 8000
名奧運聖火傳遞火炬手名單，其中7300是
由各地社區提名，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民眾
。張敬龍因熱心參與倫敦奧運和社區工作
而被提名。

張敬龍得悉獲選為火炬手後十分興奮
，感到責任重大，他說： 「我代表的不僅
是沃爾瑟姆福里斯特區，也代表着英國華
人社區。」

他在接受BBC訪問時說： 「我真不敢
相信，一個來自中國的年輕移民能當上火
炬手，這確實是莫大的榮譽。」

【本報訊】據美聯社倫敦20日消息：位於倫敦肯辛
頓公園內的肯辛頓宮既是博物館，又是王室住宅。它曾
是維多利亞女王和戴安娜儲妃的住所，並將成為威廉王
子和妻子凱特的住所——此外，它還有望成為遊客在倫
敦觀光的勝地。

經過歷時兩年、耗資1200萬英鎊（約1.5億港幣）的
翻修之後，肯辛頓宮即將重開。這幢紅磚建築物，與女
王伊麗莎白二世在倫敦的住所——灰色的白金漢宮大異
其趣。這次翻修，則是為了使遊客能夠體驗在這座有數
百年歷史的宮殿裡生活的滋味。畢竟，它是風起雲湧的
國事和高潮迭起的情事發生地。

資深館員喬安娜．馬施納說，她希望這座翻新建築
物能改變人們對王宮的先入之見。這裡既有符合人們期
待的 「寬大、金碧輝煌的房間」，又有各式各樣較個性
化、較令人意想不到的東西，例如維多利亞女王的嬰兒
鞋和戴安娜的小黑裙。她說： 「我希望我們所做的努力
，能夠吸引那些一直以為王宮與他們無關的人。讓他們
明白，這些重要建築物不僅是倫敦的傳統基因，而且是
適合大家分享的。」

相信遊客會湧向一樓的戴安娜衣物陳列室，在那裡
大家可以看到由伊麗莎白．伊曼紐爾設計的著名禮服、
范思哲設計的雞尾酒禮服、凱瑟琳．沃克設計的紫紅色
禮服，以及各種服裝的草圖和照片。據館員戴爾德麗．
墨菲說，這些衣服全
都展示了戴安娜的風
格演進，也表明時裝
在她塑造其公共形象
時扮演了重要角色。

戴安娜是肯辛頓
最近最為著名的住戶
。她 1981 年嫁給查爾
斯王子之後，便在這
裡居住了16年。她於
1997 年在巴黎車禍中
喪生後，成千上萬的
哀悼者就曾把鮮花堆
放在肯辛頓宮門口。

議長搶風頭議長搶風頭
卡梅倫卡梅倫怒視怒視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央社20日報道：
英國首相卡梅倫上周應美國總統奧巴馬邀請前往
美國訪問，兩人多次上演親密騷。卡梅倫透露，
奧巴馬體恤他旅途勞頓，將自己在空軍一號的床
鋪讓給他睡，令他銘記在心。

奧巴馬對卡梅倫的訪問安排十分用心，不僅
讓卡梅倫搭乘空軍一號一起前往俄亥俄州觀看籃
球賽，還讓出自己在機上的床鋪讓卡梅倫休息，
證明美英兩國關係非比尋常。

卡梅倫在英國參加一項企業頒獎活動時說，
從俄亥俄州看完籃球賽那天晚上，大約是英國時
間清晨 4 點，奧巴馬對他說， 「大衛，你何不就
睡我的床，好好休息」。之後奧巴馬到專機後方
，告知卡梅倫的私人秘書及幕僚， 「別擔心，首
相沒事，我剛才安排他上床休息了」。

卡梅倫是史上第一位搭乘空軍一號專機的外
國領袖。他說，外國領袖睡在美國總統空軍一號

的專用床， 「我相信是前所未有」。卡梅倫顯然
對自己能有這份特殊待遇十分自豪，他說： 「我
相信所有的首相和總統都希望能對這份特殊的雙
邊關係創造一些特別的軼事。」

3000米婚紗破健力士
【本報訊】據中央社倫敦 20 日

消息：羅馬尼亞模特兒 20 日展示了
一款裙擺長 3000 米的婚紗，創下新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
婚紗展，由安德瑞沙龍婚紗公司以絲
綢及蕾絲製作而成的婚紗，在模特兒
搭乘熱氣球升高後，飄逸的長裙擺令
人驚嘆。婚紗公司發言人說，這件婚

紗用了自意大利進口的 4700 米塔夫
綢、5.5 米尚蒂伊蕾絲、45 米內襯、
1857根縫紉針和150軸線。這件別致
的婚紗動用 10 位裁縫，費時 100 天
完成。蕾絲來自法國，其他材料來自
意大利，造價5000英鎊（約6.2萬港
幣）。

早先，最長婚紗的世界紀錄是由
荷蘭保持的2488米長婚紗。

伯考在他的演說中形容女王是 「萬花筒般
世紀裡，萬花筒般的英聯邦中，萬花筒般的

女王」，最開始的時候，議員及貴族們對這番言
辭表示困惑。當時正耐心等候發表演講的女王，也
露出茫然的神色。當伯考引述甘地的話，並稱讚女
王所統治的國家，民眾 「無論其生活方式、長相以
及愛人如何，都會獲得尊重」時，首相卡梅倫被攝
影機拍到向伯考怒目而視。

「萬花筒」 影射同性戀權益
伯考是維護同性戀權益組織

「萬花筒信託基金會」的主席
。隨後，該組織發表聲明，大

讚其勇於向女王提及同性戀
權益。

前首相貝理雅的助
手、基金會執行理事蘭
斯．普賴斯表示： 「伯
考再次顯示了他對於
維護同性戀權益的承
諾。我們代表英聯邦
範圍內數百萬女同
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以及變
性人，對伯考的
言辭表示感謝。
無論是否擁有

權 利 在 無 害
的 情 況 下
公 開 自 己

的性向，我
們都向萬花筒

般的女王致以誠
摯的謝意。」

而一位保守黨

下議院議員就認為伯考的言論非常不恰當。
他說： 「議長有權就同性戀權益表達意見，但
是他無權在女王鑽禧紀念活動致辭時，就此事
教育女王。」另一位資深議員也表示： 「此番言
論非常可怕。這也符合伯考一貫的作風，在他眼裡
只有他自己以及自己的政治抱負。這種舉動非常輕
率，也很讓人尷尬。致辭本來是稱讚女王的兢兢業業
，但是他還是忍不住要搶女王風頭。」

最近幾個月，卡梅倫顯然對老是引起爭議的伯考
失去耐性。去年在首相問答環節中，伯考就兩度打斷卡
梅倫，卡梅倫顯得非常憤怒。有統計數據顯示，伯考大
肆抨擊現任首相的次數，比抨擊其他任何一位內閣大臣
都要多。

伯考的發言人則在事後強調， 「萬花筒般的女王」的
言辭與 「萬花筒信託基金會」沒有必然聯繫。他補充道：
「（ 『萬花筒』）這個詞只是用來談論英女王是多種不同

宗教信仰、不同膚色、不同教義、不同種族的人的君主這
樣一個事實，當然，其中也包括性取向。」

女王向丈夫公開致謝
此次鑽禧慶典演說是女王 10 年來第一次對議會上

下兩院發表演講，她對家人過去60年來的支持表示致
敬，尤其是對她的丈夫菲臘親王。她說： 「作為女王
，這麼多年來，家人對我的支持已經無法計數。菲
臘親王以謝絕任何形式的讚美而出名，但是，由始
至終他都是我永遠的力量源泉和引導者。」

之後女王為一面彩繪玻璃窗揭幕。這面彩
繪玻璃窗，是英國上下兩院議員送給女王的

特別禮物。這面彩繪玻璃窗共有 1500
塊玻璃，由上下兩院議員自

掏腰包 「湊分子」，請
英國著名藝術家約
翰．雷辛斯設
計。

【本報訊】綜合英
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21日報道：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20日在西敏寺向議會上下兩
院講話，紀念登基60周年。在英女王發表演講之前，下議
院議長約翰．伯考致辭時稱英女王為 「如萬花筒般的女王」 ，
聽到這裡，首相卡梅倫無法掩飾自己臉上的怒氣。伯考的言論據
稱與同性戀權益以及當前同性戀婚姻立法的政治風暴有關。

奉承女王為奉承女王為 萬花筒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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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倫曾睡奧巴馬專用床卡梅倫曾睡奧巴馬專用床

▲奧巴馬14日在白宮舉行儀式歡迎卡梅倫
到訪 資料圖片

▲ 英女王20日在
西敏寺發表登基
鑽禧慶典演說，
右為菲臘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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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辛頓宮內展出的
戴安娜王妃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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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考（右）在女王
（中）演說前的致辭觸
怒卡梅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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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奧運會華裔火炬手
張敬龍 互聯網

▲101歲的哈迪森高空跳傘創紀錄
美聯社

▲羅馬尼亞模
特 身 着 3000
米長的婚紗

美聯社

▲議員集體送給女王的彩繪玻璃窗
路透社

▲維多利亞女王塑像矗立在肯辛頓宮外▲維多利亞女王塑像矗立在肯辛頓宮外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