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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同性戀總統
《新聞周刊》惡搞小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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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登基鑽禧 英展女王像
【本報訊】綜合英國《衛報》

、中央社倫敦14日消息：由全像攝
影師樂懷恩（Chris Levine）捕捉
到的近照中，沉思中的英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披着白色皮草，雙眼輕
閉，似乎暫時卸下了肩上的重責大
任。為慶祝女王登基60周年，這幅
近照17日起將於倫敦的國家肖像畫
廊展出，為展出的60幅女王肖像之
一。

展出品包括女王的官方肖像，
還有龐克搖滾樂團性手槍樂團拿來
做專輯封套、著名的塗鴉版女王像

。儘管女王已在位60載，仍保留其
淡淡的神秘感，此次展覽將探索女
王的多樣面貌。名為 「女王：藝術
與形象」的展覽在英國巡迴後現已
抵達倫敦展出。

展覽負責人穆爾豪斯表示：
「女王依然是引人入勝的人物，她

是個謎。」
英國溫莎13日盛大舉行絢麗奪

目的遊行活動，出動數百匹駿馬，
以及10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
者，歡慶女王登基60周年鑽禧，女
王以及其他王室成員都親臨現場。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中央社消息：
根據新書《The Amateur》爆料，米歇爾．奧巴馬下
令監視所有接近她老公的女人，以免奧巴馬變成另一個
肯尼迪。除此之外，米歇爾不但反對美國名嘴奧花雲費
跟奧巴馬當好朋友，更因為 「討厭胖子」不理她。

在新書中，美國作家愛德華．克雷恩踢爆美國第一
夫人米歇爾 「善妒到非比尋常的地步」，對老公超沒信
心，整天突擊檢查他在做什麼。她這種 「強迫症」也成
了白宮內部說長道短的話題。

從《紐約郵報》透露的部分內容來看，新書引述親
近奧花雲費的消息人士說法指出： 「米歇爾似乎一點都
不相信巴拉克（奧巴馬）。她堅持要知道他的一舉一動
，而且會在各種奇怪的時間突然冒出來找他，而且還要
知道他對誰多看兩眼、對誰動手動腳。」

克雷恩還在書中寫道，因為奧花雲費和奧巴馬太好
，導致奧花雲費與米歇爾之間的關係急速惡化。書中指
出，奧巴馬 2008 年贏得大選之後，就把奧花雲費的建
言 「擺在米歇爾的建議之上」。

另外，米歇爾認為奧花雲費曾經慫慂希拉里出來競
選、挑戰奧巴馬，也是另一個癥結。據稱奧花雲費一度
不爽到對朋友大叫： 「米歇爾討厭胖子，而且她根本不
想看到我在白宮周遭晃來晃去！」

克雷恩的新書還宣稱前總統克林頓曾說奧巴馬很
「外行」，無法勝任總統，但希拉里正否認書中所述。

白宮上下對此均不予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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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央社紐約
13 日消息：5 月 14 日是社交網站龍頭臉譜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的 28 歲生日
，而幾天後臉譜上市伴隨的肥美市值，就是
他今年最好的生日禮物。

執行研究公司 Spencer Stuart 的數據顯
示，朱克伯格 28 歲的年紀恰好是標準普爾
500大企業執行長官平均年齡的一半。戴爾
電腦創辦人戴爾也同樣在 28 歲將公司上
市，而喬布斯更是在 25 歲就讓蘋果公司
掛牌。

朱克伯格身邊的人說，年齡就是他的資

產。研究諮詢機構Altimeter Group分析師
李布為朱克伯格迄今的精彩人生驚嘆。在
20 多歲的年紀成為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
並成為荷里活電影的主題，實在讓人難以想
像。李布說： 「這像是人的一生，而這小伙
子還沒30歲。」

朱克伯格成就非凡，但臉譜上市後，他
會被牽向許多不同的方向。李布說： 「臉譜
會受到許多檢視。」臉譜預計於 18 日正式
於納斯達克掛牌上市。外界對擁有全球社交
網站龍頭股份究竟是懷抱希望或跌入陷阱的
猜測本周末前將會一直發燒。

朱克伯格滿28歲

耐克推渦輪速跑步裝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中央社 14 日消息：英國威
廉王子6月滿30歲時，將繼承母親戴安娜王妃的千萬英鎊遺產，或許
他和嬌妻凱特可以開始物色小倆口的安樂窩。

威廉王子 6 月 21 日將滿 30 歲，他將依已故母親戴安娜王妃遺願
，繼承逾 1000 萬英鎊遺產。一名消息人士說： 「如果他和凱特想購
買自己的房屋，這將是一筆很有用的錢。否則他需要這筆錢來幹什麼
呢？」

威廉和凱特目前在倫敦肯辛頓宮中有公寓住所，但現在他們大可
用這筆錢來購置自己的第一座房子。兩人可能會在查爾斯王子位於海
格羅夫的別墅附近物色。

戴安娜在1993年制訂的原遺囑中，規定兩位王子到25歲，就可
以取得遺產。但是在 1997 年 12
月 19 日也即戴安娜死於車禍之
後3個月，高等法庭特准把領取
遺產的日期押後至兩位王子 30
歲。

當父親查爾斯成為國王後，
威廉將會領到王儲的薪水，因此
威廉也可能修改母親遺願，讓弟
弟哈里王子繼承母親較大部分遺
產。經過扣稅後，戴安娜王妃留
下近 1300 萬英鎊的遺產。人們
廣泛相信，在精明投資下，這筆
錢應已增至約2000萬英鎊。

威廉王子擔任英國皇家空軍
（RAF）搜索和救援飛行員年薪
約4萬英鎊，父親還會額外給他
零用錢，他也能領取女王伊麗莎
白二世交付信託的財產。女王
信託的財產據信約為 200 萬英
鎊。

克拉倫斯宮一名發言人則表
示，不會回應王子的私事。

《新聞周刊》總編布朗以喜歡借具爭議封面吸引眼球見稱。據了解
，自從《時代》雜誌哺乳照封面受到廣泛關注後，布朗決定豁出去，說： 「讓
遊戲開始吧！」配合這個封面的文章由《新聞周刊》的常
駐網誌作者沙利文執筆。沙利文不但已公開自己的
同性戀傾向，而且自稱是保守派政治評論家。他描
述奧巴馬和同性戀者社群之間相似之處時，寫道：
「他必須認清自己的黑人身份，然後讓它和他的白

人家族和解，一如同性戀者發現自己的同性戀者身
份，然後必須讓它和他的異性戀者家族和解那樣。」
這一比喻遭到讀者和批評家抨擊，認為太過誇張和牽
強，難以擺脫借勢炒作之嫌。

奧巴馬「挺同」 共和黨反對
《新聞周刊》探討奧巴馬此番歷史性宣告，並不令

人意外。這畢竟是首次有一位在任總統做出這項舉動。
但同時該雜誌也斷言，這項舉動其實是經過計算和全面
策劃的。

奧巴馬發表宣言之前數天，美國副總統拜登說，他
「對於男性和男性結婚、女性和女性結婚、還有男性和

女性結婚，都應該享有完全一樣的權利、所有公民權利和 所有公民自由，絕不會
感到不適」。但拜登搶先在奧巴馬之前公開抒發己見，被認為是失策的。政府甚至
白宮外都有很多人批評拜登的做法。

奧巴馬在美國廣播公司一次訪問中說： 「我會比較喜歡以我自己的方式、根據
我自己的主張，來做這件事，而完全沒想過備受注目嗎？只要結果好就一切都好了
吧。」據說，奧巴馬受訪當天，拜登已在一次私下會面中，就自己的過火行為致歉。

共和黨人大多數反對同性婚姻。他們說，奧巴馬只不過是在大選倒數時刻，利
用自己的歷史性宣告來爭取自由派選民支持而已。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普里伯斯
在一篇聲明中說： 「這邊廂，奧巴馬總統在這個問題上玩政治；那邊廂，共和黨和
我們設想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的立場）已經很清晰了。我們支持一男一女之
間的婚姻，並將會反對對此有任何改變的意圖。」

羅姆尼上周在弗吉尼亞州基督教學府自由大學向畢業生發表演說時重申，他反
對同性婚姻。他形容婚姻是一種 「持久的制度」，那應該是 「一段一男一女之間的
關係」。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13日消息：繼美國《時代
》雜誌以一名金髮母親給其3
歲兒子餵母乳的照片作封面引起
廣泛爭議之後，美國《新聞周
刊》近日公布了新一期雜誌的
封面：那是一張在美國總統奧
巴馬頭上加上象徵 「同性戀驕
傲」 彩虹光環的圖片。標題則
更為聳動： 「第一位同性戀總
統」 。雜誌一經推出，就受到
輿論指摘，認為雜誌的行為
是完全的曲解原意，為刺激
銷量不擇手段。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4日消息：今夏倫敦奧運，
美國奧運隊成員將擁有最新技術優勢。近日，美國隊的贊助商耐
克公司公布了一款名為 「渦輪速度」的跑步裝，可以在百米賽跑
中再快0.23秒。據悉，這種高科技跑步裝的設計靈感來自高爾夫
球。

耐克這款跑步裝的設計
，吸取了高爾夫球表面一個
個小凹位的設計技術，這些
小凹位可減少空氣動力阻力
。該跑步裝已經在 12 年間
，在一個風洞裡做了數百小
時的試驗。風洞是指一種研
究空氣動力特性的實驗裝置
。這款跑步裝，還十分環保
——82%材料是再循環滌綸
織物。

美國跑手沃爾特．迪克
斯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百
米比賽中以僅僅0.22秒把世
界冠軍輸給了牙買加飛人保
特，得到銅牌，他當時如果

穿上耐克這款跑步
裝，就剛好能夠

擊敗保特。至
少，能超越
只 領 先 他
0.02秒的銀
牌 得 主 理
查德．湯普
森。

除 美 國
隊外，耐克贊

助的還有俄羅斯
隊和德國隊。

▲▶戴妃遺產還包括她在肯辛頓宮的個人物品
英國《每日郵報》

▲英女王13日出席在溫莎舉行的遊行活動 法新社

▲威廉王子下月將滿30歲
英國《每日郵報》

▲▶耐克新戰
衣靈感來自高
爾夫球
英國《每日郵報》

▲新書爆米歇爾嚴密監視小奧行蹤 互聯網

▲臉譜行政總裁朱克伯格2007年攝於加州辦公室
美聯社

◀同性戀者要求享有包括結婚在
內的平等權利 互聯網

▲◀最新一期的《時代》和《新聞周刊》封面皆奪人眼球
互聯網

▲奧巴馬是首位公開 「挺同婚姻」 的在任總統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