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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10日消息：日前，美國
人蘭姆和史密斯創建了一個名為 「希拉里的短信
」的政治惡搞博客，走紅網絡。博客創始人10日
受邀在希拉里的辦公室與其會面。

史密斯稱，希拉里十分喜歡這個網站，還在
一個作品上簽了名： 「謝謝你們創作了這麼多搞
笑的希拉里」。

在博客中，他們以兩張希拉里去年在一架
C17 運輸機上的照片作為原型，配合其他名人的
公開照片，然後給他們編出有趣搞笑的短信對話
，從而形成一個個圖片故事。

其中，希拉里永遠是戴着墨鏡、手持黑莓手
機的造型，淡定地回覆來自躺在沙發上的奧巴馬
、發錯短信的克林頓、不談正事的賴斯和小布什
、 「腦子不太好」的佩林等人的短信。

晤惡搞博客作者晤惡搞博客作者 希拉里致謝希拉里致謝

逃避喪屍 谷歌繪求生地圖

地下174呎建樓 公寓每層售1553萬

美導彈倉變美導彈倉變

港再現鐵達尼號最後晚餐
每人盛惠1.5萬 品嘗1907年古董香檳

【本報訊】據法新社香港 11 日報道
： 「鐵達尼」號所代表的意義，遠不止是
當時最先進的郵輪。它是上世紀之交品味
及奢華的典範代表，懶慵慵的晚餐，晚宴
時裝和精美瓷器，都是社交禮節中不可或
缺的環節。

船上一些容易消逝的精美物件，正與
讓 「鐵達尼」號獲得夢幻之作稱號的鋼材
和蒸汽引擎一起，沉沒在北大西洋 3780
米深的海底之中。當中一部分有幸重見天
日，包括一瓶從殘骸中打撈到的香檳。如
今，香港前水警總部酒店更重現了 「鐵達
尼」號的最後晚餐，紀念沉船100周年。

行政總廚菲利普．奧
利高告訴記者，這頓每人
1.5 萬元港幣的 8 人大餐，
將品嘗 10 道根據原始菜單
所打造的盛宴。晚餐的焦
點 ， 就 是 一 瓶 1907 年 的
「囍宴」古董香檳酒。這

瓶酒在 1998 年從深海撈起
，酒店出資 1.1 萬美元（約
8.54萬港元）購入。

奧利高說， 「一天，
我正在找可用的各種（歷
史）菜單，發現了 『鐵達
尼』號的菜單。這份菜單

是由頭等艙乘客保存的。我想，今年是沉
船100周年紀念，再現菜單會引起人們關
注，也很有趣。」

菜式保留 分量減少
晚餐的頭盤是伏特加醬汁配生蠔，接

着是清燉奧爾加扇貝、文火燉鮭魚、雞肉
配炒雜菜、羊肉伴薄荷醬以及蘆筍賓治，
餐後甜品則是華爾道夫布丁配雪糕。

「這份菜單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是品
菜式菜單的開端。這種菜單在當時算是新
生事物。看到100年之後的菜單上用更多
蔬菜，也是有趣的現象。在那之前都講究
大魚大肉。但是，菜單結構和菜譜是一樣
的。」

奧利高堅持保留100年前的原始菜單
，不過分量則改為符合現代人的習慣。
「每道菜的菜譜是一致的，就是分量變少

了。以前的菜分量太多，晚餐時間拉得太
長。我不敢保證現代人可以接受。」

侍應會打扮成 「鐵達尼」號上服務人
員，餐具來自英國的頂級骨瓷，與船上使
用的一樣。

進行處女航的 「鐵達尼」號於 1912
年4月15日凌晨撞上冰山，當時有8名香
港水手在這艘號稱 「永不沉沒」的郵輪上
，當中6人獲救。

蠶繭式兒童車椅
撞擊火燒不用怕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1日報道
：大家都知道，在以喪屍危機為主題的恐怖電
影中，那些想要打敗喪屍大軍的人都需要有足
夠的供給來維持生存。而對於那些希望避免被
隨處可見的喪屍軍團吃掉的人來說，醫療品、
武器和營養品則是最關鍵的必需品。

現在，谷歌地圖繪製出一個獨一無二的世
界地圖，上面標明了所有能夠幫助人們在喪屍
來襲時生存下去的地點。

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喪屍控制了地球
，人們還可以從這張 「喪屍危機求生地圖」上
找到全球各主要城市的加油站、雜貨店，甚至
是武器店。

地圖以不祥的黑色和紅色繪製，在人類與
喪屍戰鬥的過程中標識出最近的關鍵地點，比
如說便利店、武器店和五金店。

地圖上還會註明酒吧、商場、軍事設施和
警局。喪屍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墓地、營地和庫
房也會在地圖上出現。此外，還有醫院、機場
、無線電塔、戶外用品店和海港。

這些選擇標識出來的地點還會配以戲謔的
說明，以幫助用戶評估每種類別的有用性。以
便利店為例，它的描述就是 「有可能有小吃和
不易腐敗的東西，比如說夾餡麵包。」

這座豪宅深藏於美國堪薩斯州大草原地下
，一個廢棄導彈倉庫的導彈倉中，內有泳池、
戲院和圖書館。據說即使經濟崩潰、太陽耀斑
爆發、發生恐怖襲擊、出現瘟疫，甚至世界末
日降臨，它都可望屹立不倒。

已有四人購買
到目前為止，已有 4 個人共投資約 700 萬

美元（約合港幣 5435 萬元），讓自己在災難
發生或末日將近時逃到這個 「天堂」。這些
「末日準備者」想要一個安全的地方，而 55

歲的發展商霍爾將與他們在一起，因為他也給
自己買了一間公寓。他說他擔心的是太陽耀斑
會癱瘓電網，造成混亂。霍爾還表示，在這個
導彈倉庫住滿了人之後，可能再把3個冷戰時
代的導彈倉庫翻新改建。

在地下 174 呎深處、9 呎厚的混凝土牆內
，即使是最膽小的人，也可以在這些以抵擋原
子彈衝擊為目標的建築物中，找到安全的感覺。

在這個地下的14層樓中，有7層留作公寓
空間，每一個全層售 200 萬美元（約合港幣
1553萬元），每半層售100萬美元。目前各層
只以金屬樓梯連接，稍後就會改用升降機。各
個單位都建在原裝厚實的混凝土內的一個鋼及
混凝土核心內，令它們可以更有力抵擋地震。

室內農場供應食物
霍爾亦建設了一個室內農場，養足夠的魚

和種足夠的蔬菜，可以供 70 人食用。他亦貯
存了足夠的乾糧，供他們食用5年。頂樓和外
面一幢建築物將作保安用途。其他樓層將有一
個泳池、一間戲院和一個圖書館，與外界隔絕
時也有樓層作醫療中心和學校用途。複雜的維
生系統透過傳統電源、風力和發電機提供能源
補給。巨型的地下水缸將儲存已由碳及沙過濾
的水。

而嚴密的保安系統和人員將阻止劫匪進入
。公寓的升降機有指紋識別系統，攝影機將監
察一道以有刺鐵絲網鋪頂的欄柵，而且會對潛
在的不速之客發出大量警告。

霍爾目前為一位女富商建
設的一個1800平方呎全層單
位快將落成了。這裡以電
子屏幕充當窗戶，提供
巴黎、紐約、海灘、森
林或任何她決定要
看 的 景 觀 。 這
個公寓單位本
身有高級傢俬、大型衣帽間，還有一
個廚房和用餐區，和兩個為避免住戶
爭電視看而設的起居室。

霍爾目前已為整個導彈倉庫花了
400 萬美元，其中 30 萬美元是他在 2008
年支付的，那時這裡遭到水淹，被巨型
鋼門鎖上。他預期 7 層公寓最晚在 8 月
售罄。他說，有興趣的買家包括一名美
式足球員、一名賽車手、一名電影監製
，還有若干名政界人士。但他如今要求
所有的金錢都要預付。

末日恐慌散播全球
歷史上一直不乏對末日的恐慌，但

這一度只屬一小撮人的恐慌。如今，這
一概念已透過媒體和互聯網，散播全球
。電影《飢餓遊戲》和國家地理頻道一
個為末日作準備的真人騷等非理想化幻
想作品，都取得成功，令流行文化也可
以看到末日恐慌的蹤影。

堪薩斯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胡普斯
說： 「我認為這是一種減輕孤獨及無助
感覺的策略。人們都不希望覺得，只有
自己才會恐懼 『人終有一死』這種無可
避免的事情。」

他指出，報名參與的人其實正中推
銷員的下懷：「現在不行動就吃虧了」。

霍爾說，來自大自然和人類的威脅
正在增加，他希望建立一個安全的公有
制社會。在那裡人們會舒適地在混亂中
活下來，人人都獲分派工作，和別人互
動。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0日報道：大家買房子的時候，也
許會覺得除非世界末日降臨，否則自己永遠都無法把按揭付清。但如果
大家買的是一間保證即使到了世界末日那天也不會被摧毀的豪宅，會
不會沒有這種感覺呢？

Win XP兩年後停供支援
【 本 報 訊 】 據 科 技 網 站 iThome

online11 日報道：美國微軟集團於 11 年
前推出、大受電腦用家讚賞和歡迎的作
業系統Windows XP即將告終。該集團
周二宣布這款作業系統進入倒數，兩年
後便停止提供任何支援。

微軟行銷總監斯特拉．切爾尼亞克
表示，Windows XP 與 Office 2003 當
年都是很好的軟體版本，但現在的技術
環境已有所不同，技術與需求都逐漸進

化，現在的使用者需要符合個人工作風
格與隨時隨地都能維持生產力的技術，
而企業則是對資料保護、安全性、法規
遵循與管理能力的需求日益增加，現在
應 是 企 業 開 始 升 級 到 Windows 7 與
Office 2010的好時機。

切爾尼亞克說，微軟並不建議企業
等到新版的 Windows 或 Office 出爐時再
進行升級，因為企業應該要在時間還充
裕的時候完成部署，而且盡早部署還有

許多好處，特別是未來的版本也是以
Windows 7及Office 2010為基礎。

在微軟開發的眾多款電腦作業系統
中，Windows XP 是公認最穩定和易用
的。根據 Net Applications 的作業系統
調查，於 2001 年 10 月 25 日起公開發售
的Windows XP迄今仍是全球最受歡迎
的 作 業 系 統 ， 市 佔 率 達 到 46.86% ，
Windows 7 以 37.54% 居 次 ， Windows
Vista 以 7.65%排名第三，Mac OS X
10.6 與 10.7 的 市 佔 率 分 別 為 2.79% 及
2.59%。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1日消息
：英國工程師展示了一種蠶繭式兒童汽車安全
椅，在車禍發生時能以外殼保護寶寶不受傷害
。 「車繭」兒童座椅同時也防火，為寶寶提供
20分鐘的空氣以及防止被火焰灼傷。

為了在事故時可以快速脫險（或者為了去
超級市場和幼兒園的時候提供方便），兒童座
椅還能旋至正對車門，因此很容易解開座椅扣
子，迅速將寶寶抱離車廂。

「車繭」座椅最快會在明年面世，售價約
為499英鎊（6174港元），比普通兒童椅貴得
多。

座椅的主要賣點就是免受撞擊的摺疊式氣
囊，像繭一樣將座椅裡的寶寶整個保護起來。
年紀較小的，則從頭到腳都能被保護，還能留
下大量的呼吸空間。而且，跟撞擊時放氣保護
乘客的傳統氣囊不同， 「車繭」的氣囊一直保
持充氣狀態，其堅固程度足以承受任何物體的
撞擊。

發明者朱利安．佩雷斯頓．鮑爾斯表示，
即使是以每小時 30 公里速度行駛的汽車發生
碰撞時，所彈出的水瓶或者衛星導航器的威力

，都足以成
為殺人兇器
，因此保護
功能其實非常重要。

來自布萊頓 「酷
技術」公司的鮑爾斯
表示， 「我們已經試
過，它可以抵擋磚頭
。」

這項發明靈感來源，來自鮑爾斯與一名蘇
塞克斯消防隊員的一次談話。這名消防員嘗試
從起火的車子中救下一名嬰兒，雙手當時被嚴
重燒傷。可惜的是，這名消防員沒有成功，嬰
兒最終罹難。

除了旋轉底座和氣囊之外，部分 「車繭」
模型還附有一個可以向緊急部門發送信號的裝
置，讓有關部門知悉事故中有嬰幼兒存在，意
味着會優先派出救援團隊前往現場。

上月，兒童座椅原型在伯克郡的交通研究
實驗室進行測試。不過，在產品推出市場之前
， 「酷技術公司」必須保證氣囊不會對寶寶有
危險，或者不會阻礙車禍時的緊急救援。

末日豪宅末日豪宅

▲ 「末日豪宅」 深藏於美國堪薩斯州大草原地下 互聯網

▲起居室有壁爐 ▲設有開放式廚房

▲ 「末日豪宅」 有14層，每一個公寓層售
價200萬美元

▲▶ 「末日豪宅」 內部設計圖

▼▼ 「「末日豪宅末日豪宅」」 內設有泳池內設有泳池

▲發展商
霍爾也給
自己買了
一間公寓

▲谷歌地圖繪製的 「喪屍危機求生地圖」
互聯網

◀蠶繭式兒童汽車安全椅不僅防撞擊
，更可以防火 互聯網

▼香港前水警總部酒店將重現 「鐵
達尼」 號的最後晚餐 法新社

▲希拉里10日會見 「希拉里的短
信」 博客創辦者 互聯網
◀博客內一個搞笑拼圖。上圖文字
：她肯定喜歡賈斯汀．比伯的新錄
影！；下圖文字：男孩們，專心工
作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