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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開發者大會召開 iPhone 5缺席

【本報訊】據英國《泰晤士報》
11 日報道：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妻子
薩曼莎 10 日參加了一個鄉村酒吧的
午宴，但是回家之後兩人才發現他們
將年僅8歲的女兒南希丟在那裡。

卡梅倫夫婦 10 日和另外兩家友
人在白金漢郡的一個酒館吃飯，當他
們準備離開的時候，女兒南希正好不
在他們身邊。工作人員隨後在女士洗
手間找到了她，但那時卡梅倫夫婦已
經駕車離開。直到回家之後，這對大
意的夫婦才發現女兒不見了。

一名唐寧街發言人證實了這起意
外，說： 「當首相夫婦發現南希不見
的時候，他們心急如焚。幸運的是，
當他們打電話給酒館，得知南希就在
那裡，並且很安全。首相馬上就去把

她接回來了。」
卡梅倫夫婦回家的時候乘坐的是

不同的車輛，兩個都以為女兒在對方
的車上。薩曼莎的車上坐了 22 個月
大的弗洛倫斯和6歲的阿瑟，而卡梅
倫則和保鏢另乘一車。唐寧街消息稱
，整個事件發生在 「數月之前」。

酒館的工作人員說： 「當工作人
員發現洗手間的南希的時候，他們都
手足無措了。他可是卡梅倫啊，你不
可能在電話本裡找到他的電話，然後
跟他說 『你把女兒丟在我們這裡』。
英國首相竟然能把女兒就這麼給忘了
，這真可怕。」

卡梅倫的一位好友曾經在一本關
於他的傳記中說，「如果奧運會有『淡
定』比賽的話，他一定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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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iPhone 和 iPod Touch 的 App
Store應用商店，以及iPhone 3G

iPhone OS 3.0，它帶來了許多新
功能，例如支持複製黏貼、發送圖
片消息、將iPhone變為WiFi接入點
供筆記本上網以及推送通知等

iPhone 4、Face Time，以及 iOS
系統的定名

Mac OS X 「獅」 操作系統和 iOS
5.0

有傳聞稱，蘋果將會在今年WWDC
上發布新版 iOS系統，整合新的地
圖應用和臉譜（Facebook）。蘋果
也有可能談到下一代iPhone的一些
消息。今年是喬布斯去世後蘋果第
一次舉辦WWDC，而現任CEO庫
克將會應對挑戰。

蘋果將在 Moscone West 會議中心舉
行今年的開發者大會，知情人士說，蘋果
公司CEO庫克、公司負責全球產品營銷的
希勒以及負責 iOS 軟件的高級副總裁福斯
特準備在此次大會上發言。

傳推出中文版Siri
一年一度的全球開發者大會不僅是一

次新產品的展示機會，還是觀察蘋果這個
科技潮流引領者如何保持其競爭優勢的風
向標。許多科技網站就蘋果已經在會場完
成的現場布置橫幅，來確認會發布的產品
，目前計有新款Mac系列與新系統OS X
、iOS 6及iCloud。

iOS 6預計將包括蘋果自己開發的手
機地圖軟件，該產品將與谷歌的地圖軟件
形成競爭。多年以來，谷歌的地圖軟件一
直是iPhone上的默認地圖軟件。iOS 6預
計還將包括升級版的 iCloud，新版 iCloud
將包括一些新的照片共享功能。有些人猜
測， 「臉譜」可能會更加緊密地與蘋果進
行整合，就如同蘋果去年把Twitter功能融
合於蘋果軟件，這將使用戶更容易用蘋果
應用工具更新 「臉譜」上的頁面。

早在Siri發布之初，蘋果官方的介
紹頁面就已經確認今年將會提供包括
中文在內的更多語言版本支持，此前
也已經有消息稱中文版Siri已經進入了
測試封包階段，因此今年的WWDC也
是發布中文版Siri的一個好時機。另外
，在新的 iOS 6 操作系統發布後，蘋
果或許會讓Siri正式登錄到iPad上。

在硬件方面，開發者預計，新的
Macbook 筆記本電腦將擁有分辨率更
高的顯示屏。蘋果公司已經發布了應
用於 Macbook 筆記本電腦的新操作系
統—— 「山獅」系統。這個操作系統
中的許多新功能是從 iPhone 和 iPad 的

操作系統借鑒過來的，蘋果希望將其在手
機市場獲得的成功擴大到電腦產品和其他
設備中。

推蘋果電視可能不大
儘管開發者本周將能夠獲得蘋果最新

手機操作系統的預覽版本，但按照蘋果的
一貫做法，消費者只有等到下一代 iPhone
發布時才能接觸到這款軟件。蘋果觀察家
預期，新一代iPhone將於今年秋天面世，
距4S型號發行剛好差不多一年。2010年，
蘋 果 正 是 在 全 球 開 發 者 大 會 上 展 示
iPhone 4，但分析家不預期蘋果今年會在
會議上展示新型iPhone。

蘋果業務發展極大的神秘性，落在傳
聞中的蘋果電視機上。喬布斯對其傳記作
者埃薩克森曾說過，他要改造電視。蘋果
也確實出過一款 「蘋果電視」，但那只是
一個連接器類的裝置，但業界盛傳蘋果計
劃推出一款正式電視機。大多數觀察家都
不看好蘋果公司會在此次會議上公布電視
機的成品，但是人們廣泛猜測蘋果公司可
能會朝着喬布斯的遺願邁出一小步，公布
「蘋果電視」的升級軟件。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華爾街日報》、中央社11日消息：2012
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美國時間11日上午10時（香港時間12
日凌晨1時）登場，蘋果究竟會端出什麼樣 「令人意想不到」 的新產品
或新內容，引發業界熱烈討論，更是吊足了全球 「果粉」 的胃口。據美
國科技網站PCWorld預測，蘋果屆時最可能發布的是新款的Mac Pro
和MacBook等個人電腦，對整個Mac產品線更新；在 iOS中整合臉譜
（Facebook），在iPad中整合Siri，iCloud更新，以及展示iOS 6操作
系統等，但並不包括新一代iPhone的發布。

蘋果發布 Mac及新

生日當天死亡概率最高

伊朗禁婦女看歐國杯 只因男人興奮爆粗口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11 日消息：有研
究發現，一個人在自己生日去世的機會比其他任何日子
都要高。平均來說，年過 60 的人在生日死亡的機會更要
高14%。

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在1616年4月23日的生日去世，
女星英格烈褒曼也在1982年8月的生日去世。在生日心臟
病發的個案增加 18.6%，男女皆然；中風的個案則增加
21.5%，受害者大多是女性。

瑞士蘇黎世大學精神科高級研究員格羅斯說： 「在生
日以喪命收場的頻率比預期的高。」加拿大的數據也顯示
，在生日中風的機會較高，患有高血壓的病人尤其如此。
自殺的個案增加34.9%。意外身亡個案增加28.5%。在生日
摔死的個案也增加44%。

英國赫特福德郡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懷斯曼說： 「這項

研究結果似乎是有根據的。目前有兩
個陣營。一個陣營認為，人們會因為
吃得太多和痛飲而死。另一個陣營則
相信安慰劑效應。你對死亡憂心忡忡
。你一直撐到生日。你認為 『事情就
是這樣了，我受夠了，我要脫離這種狀
態。』」

英國羅漢普頓大學比較及生態生理學高
級講師哈爾西說： 「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生
日自殺的個案比較多，但只有男性是這樣。也許當
男性認為，人們會比較注意他們時，他們比較有可能聲明
自己的不快樂。」

這項研究發表於《流行病學紀事》期刊。

蘋果3D地圖替代谷歌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電訊報》、中央

社11日消息：2012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可能將傳達這樣一個信息：iOS
會逐漸擺脫對谷歌服務的依賴。多年以來，iOS的許多重要功能均由谷
歌提供，包括地圖服務，以及瀏覽器的默認搜索引擎等。蘋果將逐漸
轉向自主的服務，例如將以自己的地圖應用替代谷歌地圖。

據悉，自從蘋果去年收購了瑞典的 C3 科技 3D 地圖科技公司之後
，該技術已經在倫敦等全球20個城市進行測試。蘋果的3D地圖將首次
清晰顯示出街道、房屋和公園的圖像，甚至能顯示出只有4吋寬的物體
，以及房屋的側面和屋頂。這一項目被視為是對谷歌地圖服務的直接
挑戰。

蘋果的偵測飛機所配備的技術，則據信是由國防機構所開發，本
來用於引導飛彈攻擊。每
架偵測飛機裝有多個攝影
機，從各個可能角度拍攝
建築物和地標的高解析度
圖片，接着再匯集起來，
製成 3D 影像。這種軍事
級影像是從高空拍下，意
味地面上的人們極不可能
察覺自己被偷拍。

英國維權組織 「老大
哥觀察家」的主管皮考斯
警告，在這場商業的 「向
下沉淪競爭」中，個人隱
私恐淪為犧牲品。

【本報訊】據法新社德黑蘭 10 日消息：負責社會事務的伊朗
副警長巴赫曼．卡爾加爾近日表示，將禁止伊朗婦女觀看 2012 歐
洲國家杯足球賽的現場直播，原因是觀看球賽的環境 「不合適」，
男人可能會變得很粗暴。

卡爾加爾說： 「男人和女人在電影院一起看足球賽不合適。男
人看球賽時，會很興奮，有時會講粗口。女人與男人一起看足球，
有損婦女尊嚴。」他還說，女人應因該禁令而 「感謝警察」才對。

2012年在波蘭和烏克蘭舉行的歐國杯，在伊朗國家電視台播出
。伊朗是一個對足球非常瘋狂的國家。電影院也會放映足球賽，這
種看球方式很受夫婦和家庭歡迎。2010 年世界杯和2011 年亞洲杯
都以這種方式放映過。

伊朗強硬派當局和神職人物中，有很多人贊成性別隔離，並認
為沒有親屬關係的男女混在一起或互相接觸，是一種墮落行為。

在伊朗，女人必須使用女人專用的游泳池、沙灘和公園。所有
中小學以及部分大學的班級，都是男女隔離的。

卡梅倫夫婦烏龍撇愛女卡梅倫夫婦烏龍撇愛女

▲

2012 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當地時間11日上午10
時在Moscone West會議中心舉
行，蘋果公司CEO庫克將在大會
上演講

Engadget科技網站／美聯社

▲早前工人在會場懸掛iOS 6的展板 互聯網

▲伊朗警方稱婦女在公共場合看歐國杯 「有損婦女尊嚴」 互聯網

▲蘋果去年收購的瑞典C3科技公司將承擔大部分3D地圖繪製工
作 英國《每日郵報》

▲蘋果的偵測飛機所配備的軍方技術，
能逼真呈現街景以及建築物

英國《每日郵報》

▲卡梅倫夫婦和女兒南希攝於2007年的舊照 英國《每日郵報》

▲6旬以上老人在生
日死亡的機會比平日
高出14個百分點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