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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紀錄片將開拍

收發電郵 瀏覽資訊 聊天定位
▲

智能眼鏡效果圖
英國《每日郵報》

收發電郵

【本報訊】綜合《洛杉磯
時報》、中央社洛杉磯 4 日消
息：林書豪熱或許稍稍退燒，
最近的膝蓋手術也確定會使他
暫別球場。不過林書豪紀錄片
將開拍，要把林書豪風潮從籃
球圈帶到娛樂圈，繼續發光發
熱。
美 國 經 紀 公 司 CAA 正 向
荷里活片商提出林書豪紀錄片
構想。CAA 為知名經紀公司，
旗下藝人包括荷里活巨星佐治
古尼、梅麗史翠普，籃壇的
「小皇帝」詹姆斯、韋德和男
▲林書豪希望自己術後盡
網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
快重返賽場
互聯網
據消息人士透露，此片將
描繪林書豪在 NBA 從冷板櫈一炮而紅的 「灰姑娘」故事情節
，以及他平凡的出生背景，當然也會提到林書豪的基督教信仰
。目前片名未定。
電影主要將由 Endgame Entertainment 製作。該公司曾出
品奧斯卡熱門片《少女失樂園》和紀錄片《舞台上的每一步》。
據悉，林書豪手術過後，已經開始進行復健療程。他接受
採訪時表示，就算醫生評估 6 周後才能回到球場，他仍希望能
縮短養傷時間，目標是 4 周內歸隊。
因左膝蓋半月軟骨撕裂的林書豪，美國時間 4 月 2 日經過
關節鏡手術修復，復原情況良好；不過醫生評估，他至少錯過
6 周的賽事，也意
味若紐約人隊順
利晉級季後賽，
第一輪比賽恐看
不到他的身影。

◀ 「林瘋」 持續
蔓延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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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訊息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英國《每
日郵報》、中央社 5 日消息：Google
4 日揭露新創意構思，透過一副內置攝
影機的酷炫銀框眼鏡，你可以隨時收發
電子郵件、瀏覽天氣及交通資訊、和朋
友視訊聊天，實現融合日常生活和網絡
世界的夢幻願景。
之前就一直傳 Google 正致力研發整合網絡世界與
真實世界的眼鏡，Google 在社群網站 Google+ 「眼鏡計
劃」頁面公布影片，證實這項傳聞。眼鏡計劃團隊在
Google+貼文，寫道： 「我認為科技應該以你為中心運
作——你需要時就在手邊，你不需要時就從眼前消失
。來自 Google X 實驗室的本團隊啟動眼鏡計劃，打
造這種科技，幫助你探索、分享你的世界。」

可聲控操作
照片顯示人們戴着時髦銀框眼鏡，內建小型攝影
機和鏡片顯示畫面，分別顯示行進方向、天氣預報或
朋友傳來的訊息等資訊。這副連結網絡的眼鏡看來採
用類似 Android 的作業系統，並內置咪高峰，供使用者
聲控操作。此外，這副眼鏡還搭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Google Latitude 手機定位系統，讓使用者
透過鏡片上的熒幕收發電子郵件、和朋友視訊聊天、
定位朋友的地理位置。
Google 說： 「我們拍攝一些設計圖展示這種科技
可能的樣貌，也製作影片展示你能透過它做些什麼。
」計劃團隊邀請網友在 G+表達對眼鏡的看法。 「我們
現在分享這個資訊，是為了開啟對話，從你們珍貴的

▲ Google 智能眼鏡還具有指示
地點、瀏覽天氣等多項功能
英國《每日郵報》

Google 地圖

意見裡學習。」

神秘實驗室曝光
種種跡象表明，Google 準備朝着研製可戴式電腦
裝置方向發展。科技網站 ZD 網評論說： 「很多功能，
例如聲音控制、內置式照相機、Google 地圖等，都早
已有人猜測談論過，但是知道他們的確在做這件事，
真令人興奮。不過，該眼鏡在現實中是否可行，則要
拭目以待。」
現時 Google 強調這副眼鏡目前只有概念雛形，尚
未確認何時推出該眼鏡，也沒有清楚解釋眼鏡如何使
用。
「
Google X」是 Google 公司的科學實驗室，實驗
各種異想天開的理念。當有關該實驗室的新聞走漏出
來之後，該公司一名發言人說： 「Google 一直有投資
於各種猜想性的研發計劃，這是我們的核心之一。雖
然各種可能性都令人無限興奮，但是投資的資金相對
於我們其他核心業務來說，卻十分少。至於詳情，我
們暫時不願置評。」據報，該實驗室設在加州山景
Google 總部。

定位功能

威廉夫婦蠟像在英揭幕
分享視頻

劍橋公爵夫婦威廉和凱特的首尊蠟像在倫敦
杜莎夫人蠟像館公開亮相。該蠟像是根據兩人在
聖詹姆斯宮宣布訂婚時拍的照片塑造的。每個蠟
像造價 15 萬英鎊（185.2 萬港元），共有 30 個人
參與了蠟像的製作。凱特蠟像上穿的藍色裙裝也
是杜莎夫人蠟像館特別仿製的。其他飾品還包括
凱特佩戴的藍寶石和鑽石訂婚戒指以及威廉王子
佩戴的歐米茄手表的複製品。

（英國廣播公司）

芭比亮麗競選美總統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央社華盛頓 4 日消息
：美國知名芭比娃娃製造商美泰兒公司（Mattel）今
天宣布，芭比娃娃準備參選美國總統，並穿着粉紅色
套裝亮麗出擊，該套裝由紐約設計師克里斯班茲，他
曾為第一夫人米歇爾設計服裝。
美泰兒公司表示， 「芭比，我會當……總統」娃
娃目的是 「在女孩心中植入領導才能的種子」。美泰
兒與鼓勵婦女積極參與政治的非營利、非黨派團體
「
白宮計劃」攜手合作推出此款芭比。
設計師克里斯班茲為芭比量身打造粉紅色搭配紅

、白和藍色滾邊套裝，腳踩粉紅色楔形高跟
鞋。米歇爾也是克里斯班茲的信徒，常穿着其先
前作品出席各大閃耀的慶祝活動。
克里斯班茲在美泰兒公司聲明中表示： 「這
樣經典的顧客躍入美國時尚設計的頑皮世界，讓
我很興奮。我想在套裝剪裁和設計上傳達專業性
和權威是很重要的。」
最新款的總統芭比將於今夏上架，且包含 「白
人、非洲裔、拉美裔和亞裔種族」。

▲

「我會當……總統」
版本的 「芭比」 互聯網

太空入侵者
太空入侵者
夜襲曼城

曼徹斯特市最大型
「遊戲機」 實景
英國《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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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4 日報道：街頭藝術家
菲爾斯．盧克在英國曼徹斯特市政廳外牆上，製造了一個巨
型 「太空入侵者」遊戲機，將自己熱愛的 70 年代街機遊戲
，提升到了一個全新階段。
這個 17 米高的電子遊戲使用了路障、雪糕筒和其他街
道設施，打造了該市有史以來最大型的互動式藝術作品。遊
戲真實的樂趣在夜晚才出現。公眾要到晚上才可以 「玩」遊
戲。
每當入夜，LED 燈就會啟動，入侵者和鐳射槍的火力都
變得活靈活現（雖然所有的東西實際上都不會動）。
盧克表示： 「我一直想用街道設施創作藝術品，我注意
到這些路障和經典的侵略者遊戲有相似之處——他們看起來
像侵佔了整個城市一樣。 『一卷紅膠帶創作』項目是要打破
日常物品的常規，剛好與我對街道的構想一致，讓我可以把
創意變為現實。」
這名街頭藝術家以充氣藝術作品著稱，包括巨型八爪魚
、超大型香蕉片以及在樹上掛滿鼓鼓的小眼睛。
這件藝術作品將展出 4 個星期。該項活動由啤酒公司
「紅帶」組織，作為全英範圍「街頭藝術」
倡議活動的一部分。

▲米歇爾（左）極為賞識科默福德（中）的廚藝

互聯網

白宮亞洲菜受歡迎
【本報訊】據中央社華盛頓 4 日消息：
美國第一家庭也愛吃亞洲風味美食！菲律賓
裔白宮主廚科默福德結合傳統與現代，將亞
洲特色的融合菜介紹給第一家庭及來訪的外
國元首，讓亞洲特色菜餚廣受歡迎。
科 默 福 德 （Cristeta Comeford） 是 擔
任白宮行政主廚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亞裔
美國人。她在 2005 年獲得當時第一夫人勞
拉布什任命以來，一直擔任白宮行政主廚。
2009 年奧巴馬夫婦入主白宮，確認科默福德
繼續擔任主廚。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指出，科默福德
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由於亞洲移民源
源不斷來到美國，有亞洲特色的融合菜與眾
所周知的蘋果派一樣成為主流菜和美國菜。
她談到美國許多城鎮亞洲風味餐館相當
普及，且越來越多美國農民開始種植亞洲蔬

菜，現在很多專門的烹調原料在美國市場上
都能買得到。她說，第二代亞裔社區往往期
待他們的傳統菜餚更 「美國化」；同時，亞
裔和美國廚師不斷引進並推廣這些傳統菜餚
，讓部分菜餚變成主流菜。
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曾說過，她和科默
福德在 「健康飲食和健康家庭」問題上有類
似的看法。談到個人的料理風格，科默福德
表示，她的食譜融合祖傳配方和現代、兼容
並蓄的風格。
談到如何安排國宴菜單時，科默福德說
，首先會考慮到第一夫人的接待風格、喜好
、來訪元首的喜好和飲食禁忌、季節、白宮
菜園的時令蔬果及時節。確定這些因素後，
廚師團隊就會提出建議，既能展現美國傳統
，又將來訪元首國家的傳統融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