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6日報道：一名患有肺囊纖維
化的土耳其女學生圖切．巴薩爾在經歷了一次罕見的活體移植手術
之後獲得了新生，她的父親和母親分別捐贈了部分肺器官供移植之
用。

巴薩爾今年15歲，患病之後，她的兩個肺中充滿了黏液，肺器
官已經不能正常工作。一年前她被送進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醫院接受
治療。

去年曾治療英國歌手佐治米高的外科醫生說，與她父母相脗合
的組織使得這次罕見的移植手術成為可能。然後，巴薩爾被轉移至
奧地利接受手術治療。

這次的手術非常罕見，即使是維也納醫院在過去20年間也只進
行過4次這樣的手術。這次手術分為3個步驟，外科醫生克萊佩特科
要分別拿巴薩爾父親的部分右肺和母親的部分左肺來組成一個新的
健康的肺。

經過9個小時的手術之後，巴薩爾及其父母目前正在恢復階段。
父親塔爾詹說： 「我只希望巴薩爾能夠快樂、健康。我希望她能夠
像一個正常15歲女孩一樣，去散步去游泳。」

手術後不到兩周的時間，巴薩爾就能夠邁出術後第一步，預計
她和她的家人將在5月的時候出院返家。

在手術前，巴薩爾曾說： 「我並不害怕這次手術。我的人生中
已經面對了這麼多的挑戰。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撐過去，手術一定會
成功。當手術結束後，恢復健康的我一定能夠擁有一個更美好的人
生。」

對此，父親塔爾詹說： 「對於巴薩爾的求生意志和力量，醫生
都感到十分震驚。」

土耳其政府支付了此次17萬歐元（約合176萬港幣）的手術費
用，其中三分之一的錢來自巴薩爾最喜歡的一個足球俱樂部。巴薩
爾說她熱切地希望返回土耳其，和幫助她的朋友們一起慶祝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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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薩克拉門托27日消息：美國加州一隻以樂
壇天后 「Beyonce」命名的小狗，出生時體型小至可以放進一隻湯勺
內，可能創下世界紀錄，成為全球最細小的狗狗。

北加利福尼亞的動物救助者說，這隻名叫Beyonce的雌性混種臘
腸犬出生時體型小到可以放在湯勺裡。2周之後，牠的體型也只長到
一張名片大小。

這家名為 「慈善基金會」的動物救助機構位於美國埃爾多拉多
小鎮。據他們透露，工作人員撿到了Beyonce的母親，而這隻懷孕的
母狗於本月8日生下了5隻小狗。Beyonce是最後出生的小狗，出生
的時候牠甚至沒有心跳。獸醫通過胸部按壓和人工呼吸才將牠挽救
回來。該機構表示，Beyonce將在2周內可供領養。他們已經向健力
士世界紀錄提交申請表，確認Beyonce為世界上最小的狗。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 27 日消息：近日，英國探
險家肯頓．庫爾準備將一面 88 年前的奧運金牌放到珠峰之
巔。

1922年，由12名英國人和1名澳洲人組成的登山隊向珠
穆朗瑪峰進發，雖然他們在離峰頂500米處被迫止步，但此
壯舉為人稱道。這是記錄裡人類首次征服珠峰的嘗試。1924
年在法國舉行的冬奧會上，人們為了紀念這一壯舉，給這支
攀登隊的13名隊員頒發金牌。此後，又頒發了8枚獎牌，授
予協助登山的一名尼泊爾廓爾喀軍人和7名印度搬運工，這
7名搬運工在登頂時葬身於雪崩。

這些奧運獎牌意義非凡，奧運獎牌首次頒發給不同國籍
的人。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顧拜旦說： 「這是代表世界各國
的英雄壯舉。」當登山副領隊、英國中校愛德華．斯特拉特
從顧拜旦手中接過獎牌時，他表示要將其中的一枚獎牌放在
珠峰之巔。此後，人們繼續向珠峰進發，但都以失敗告終，
直到 1953 年埃德蒙德．希拉里和尼泊爾嚮導丹增．諾蓋登
頂成功。可惜，至此，人們已忘了將獎牌放至珠峰之巔的諾
言。

如今，英國探險家肯頓．庫爾決定實現這個諾言。庫爾
曾9次登頂珠峰，經驗豐富。他說： 「我的一個朋友在研究
倫敦 2012 奧運會時突然發現了這個曾許下的承諾。他告訴
我後，我馬上就說我必須要去做。2012奧運在倫敦舉行，我
知道什麼時候去做這件事了。」

庫爾說，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要找到獎牌，要讓當年登山
隊的後代同意讓他帶着這枚珍貴的獎牌登頂珠峰。 「幸運的
是，我與當年登山隊成員威克菲爾德博士的孫子查爾斯．威
克菲爾德取得聯繫，他馬上同意了我的請求。我認為，他是
一個堅信必須信守諾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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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迷你狗小過iPhone

父母雙雙捐肺
土少女獲新生

【本報訊】據美聯社華盛頓27日消息：在像《阿凡達》和《潛
行深淵》這樣的奇幻電影中，金馬倫展示出來的未知世界是五彩繽
紛的，充滿着來自外星人的危險。但是金馬倫潛行地球最深處——
馬里亞納海溝的旅程卻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未知世界：蒼
白、荒蕪和平淡，卻充滿着異世的感覺，讓人感到興奮。

金馬倫26日返回地面之後表示： 「那天我簡直以為自己去了另
一個星球，然後又回來了。那真是不真實的一天。」在寒冷的黑暗
海域中，金馬倫用了3個小時的時間漫遊海底深處，照明僅靠單人潛
水艇上的特殊燈光設備，金馬倫自己也參與了潛水艇的設計。因為
能源不足的問題，現實的探索時間比原計劃的要少一半左右。

金馬倫一開始看到的景象是非常陰暗的。但是有些東西黑得非
常怪異，迫使金馬倫不得不把他們作為第一段視頻拍攝的內容。在
金馬倫拍攝的關於這個 「非常柔軟的甚至成凝膠狀平原」的視頻中
，透出一種孤獨的感覺。金馬倫說： 「我感到一種與所有人類分離
開的絕對孤獨。」

對於金馬倫來說，最值得慶幸的事情就是他到了地球最深處。
這是他在探索「鐵達尼」號殘骸時也沒有的感受。而阿波羅號宇航員
就曾經說過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時間來好好體味抵達月球的感受。

金馬倫對記者說： 「一定有這麼一個時間點，我停止了所有動
作，僅僅是在想， 『這就是我在的地方。我在海洋底部，地球的最
深處。這意味着什麼？我就那麼坐着，看着窗外荒涼的平原，欣賞
它的不可思議。』」

他同樣也感謝在如此深的海底之下的孤獨。他說： 「我比任何
時候都更強烈感受到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你會感覺到在這個巨大
的黑暗未知世界中，你是多麼的渺小。」

金馬倫深潛感受：
與世隔絕的孤獨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7
日消息：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茨花
了一百萬美元（約合 776.9 萬港元），
為喜歡騎馬的女兒珍妮花．蓋茨在弗羅
里達租了一間別墅，為期半年，以方便
她練習馬術，在春假的時候參加比賽。

上周，就有人拍攝到 15 歲的珍妮
花．蓋茨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一個馬術
節上表演騎術。蓋茨的妻子美琳達和13
歲兒子羅里，也去現場觀看比賽，為珍
妮花打氣。馬術比賽女發言人證實說，
珍妮花參加了兒童馬術障礙賽。

蓋茨是美國首富，據說他租了一幢
有8個臥室的大屋，7300平方英尺，連
同該大屋的馬術設施。全部租金為 60
萬美元（466.11萬港元）。該物業位於
佛羅里達州惠靈頓，價值 1290 萬美元
（約1.0022億港元）。

雖然當地房地產公司 「搬遷」網站
女發言人無法證實蓋茨一家租了那幢大
屋，但是她說，該物業已不再在租售名
單上。該座佛羅里達大屋，有八個睡房
，一個穀倉，多個馬棚，以及一個練馬
區，一條有人守衛的道路，還有一個酒
窖和一個多媒體室。據報蓋茨可選擇在
租期屆滿時把大屋買下來。

在租了房子之後，蓋茨又租了4匹
善於跳障礙的馬給女兒，每匹租金為5
萬（約 38.9 萬港元）至 7.5 萬美元（約
58.3 萬港元）。另外，還有 5 萬美元
（約38.9萬港元）用於設置馬棚和請來
最好的練馬師。

此外，蓋茨一家還三次往返於該地
與華盛頓州。他們的家在華盛頓州，位
於華盛頓湖畔。

豪擲豪擲777777萬租別墅萬租別墅
蓋茨助愛女參加馬術賽

巴斯克斯受兩名朋友邀約一起出海釣
魚賺點外快時，他很高興地答應了。他
和朋友們 2 月 24 日乘坐 「五十五分」號
漁船返回巴拿巴的里奧阿托時，引擎死
火。他本人就在里奧阿托的 「十日談」
酒店工作。

在引擎死火最初幾天，也就是巴拿馬
海岸警衛隊到處尋找他們的時候，他們三
人靠在船上烤魚吃來度日。但是不久，用
來冰凍保鮮魚的冰塊融化，魚開始發臭腐
爛。他們不得不把魚扔掉，再打新鮮魚來
吃。

天降救命暴雨
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的精神亦開始

愈來愈差。兩周後，當中最大的青年、25
歲的奧羅佩塞斯．貝當古停止吃喝，並於
3 月 10 日死去。3 天後，他的屍體開始腐
爛，巴斯克斯只好把它拋下船。

16 歲少年費爾南多．奧索里奧也於 3
月15日死去，他死於脫水、曬傷和中暑。
3 天後，巴斯克斯也不得不把這位朋友的
腐屍拋下船。

接着，巴斯克斯的水也喝完了，而且
他開始抵受不住白天
超級猛烈的陽光。當
他就快堅持不下去時
，3 月 19 日，突然下
起雨來，巴斯克斯盛
了四加侖的雨水，救

了自己一命。
28天後，一艘經過的商業漁船發現阿

德里安．巴斯克斯獨自在一條 3 米長的漁
船上漂泊。他當時在厄瓜多爾的加拉帕戈
斯群島，距離他出發去釣魚的地點已經
有六百多英里。他兩位朋友都已死去，
而他之所以能倖存，完全是拜那一陣暴雨
所賜。

獲救後感念逝去友人
據商業漁船船長烏戈．埃斯皮諾薩描

述，這名巴拿馬年輕人營養不良和嚴重脫
水。上了船之後，他第一件事是要求打兩
個電話。一個打給母親報平安，另一個則
是打給酒店經理解釋他為什麼這麼多天沒
有上班。厄瓜多爾海岸警衛船於25日凌晨
前後與漁船會合，並用飛機運往厄瓜多爾
大陸，準備移交給巴拿馬領事館。

巴斯克斯在喝了水和做了靜脈點滴、
以及睡了幾小時之後，他醒過來，感到又
餓又渴。他看上去很安靜，但神色茫然。
他開始慢慢地回答問題。但是，一提到死
去的朋友，他就長久說不出話，垂下目光
。他說： 「我現在感到很混亂。」

太平洋漂流太平洋漂流2828天天
巴少年奇迹生還巴少年奇迹生還

【本報訊】據美聯社厄瓜多爾．基多【本報訊】據美聯社厄瓜多爾．基多2727日消息：巴拿馬日消息：巴拿馬1818歲歲
少年阿德里安．巴斯克斯在當地一間海濱酒店工作，日前與兩名友少年阿德里安．巴斯克斯在當地一間海濱酒店工作，日前與兩名友
人出海釣魚，打算貼補家用。但在航行途中漁船引擎故障，人出海釣魚，打算貼補家用。但在航行途中漁船引擎故障，33人在人在
海上漂流海上漂流2828天，兩名友人不幸身亡，僅巴斯克斯一人生還。天，兩名友人不幸身亡，僅巴斯克斯一人生還。

▲庫爾將把金牌放上珠峰之巔 英國廣播公司

▼巴斯克斯（中）▼巴斯克斯（中）2626日與厄瓜多爾海岸警衛船隊日與厄瓜多爾海岸警衛船隊
員一起員一起 美聯社美聯社

▶巴斯克斯（左）
25日在厄瓜多爾海
岸警衛船上接受緊
急治療

美聯社

▼巴斯克斯（左）▼巴斯克斯（左）2525日日
被一艘商業漁船發現救治被一艘商業漁船發現救治

美聯社美聯社

▼巴斯克斯的姑姑▼巴斯克斯的姑姑2626日日
展示了一張巴斯克斯展示了一張巴斯克斯
（左）與他朋友的合（左）與他朋友的合
照照 美聯社美聯社

▲金馬倫▲金馬倫2626日成功完成馬里亞納海溝探險任務凱旋日成功完成馬里亞納海溝探險任務凱旋 路透社路透社

▲ 珍妮花酷愛馬術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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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薩爾（左）手術後已經基本▼巴薩爾（左）手術後已經基本
康復康復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Beyonce身形比
iPhone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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