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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獨立報》18
日報道：如果美國政府給乘坐政府專機
的官員計算飛行哩數的話，國務卿希拉
里（圖）絕對多到爆棚。17 日，返回
美國安德魯空軍基地的希拉里剛剛結束
連續13日、跨越27000英里的環球訪問
，成為美國歷史上旅行最多的國務卿。
但希拉里恐怕再也不想要任何飛行了。

就算大家不給美國總統奧巴馬及其
團隊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現評上五星級，
有一件事情還是很肯定的：作為他的高
級外交官，希拉里的辛勞是最引人注目
的。在一次又一次的民調上，她都能贏

得66%以上的支持率，部分原因也是她
那勞苦功高的形象。

自從 2009 年初開始，希拉里已經
累計奔波了 351 天——將近 1 年——並
飛行了 843839 英里。她環球訪問的足
跡遍布法國、阿富汗、日本、蒙古、越
南、老撾、柬埔寨、埃及和以色列；到
訪過102個國家，比之前的記錄保持者
——克林頓時期的國務卿瑪德琳．奧爾
布賴特還要多2個。希拉里的一名隨從
說，這樣的行程 「就算對我們來說都是
荒謬的」。

對於任何一個 64 歲的人，這樣的

奔波都是
繁 重 的 。
在 希 拉 里
的行程中，也並非處處都能受到歡迎。
本周稍早時在埃及，當地人就朝希拉里
的車隊扔番茄。

如果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 11 月成
功贏得連任，希拉里也不會繼續擔任美
國國務卿一職，勞碌奔波是其中的原因
之一。希拉里此前表示，她想要脫離公
務和政治。今年5月，希拉里說她期待
「給自己點時間，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比如在沒有一幫隨扈的情況下散步」。

飛行84萬英里 到訪102個國家

《蒙娜麗莎》的畫中人是誰
至今無法確切考證，但大部分現
代歷史學家都同意，她是佛羅
倫斯絲綢商和政府要員朗切斯
科 ． 德爾．焦孔多（Francesco del
Giocondo）的妻子。達文西的第
一位傳記作家便是持這個觀點。
這個理論來自於達文西晚年的一
句話，他提到過一幅 「巨人朱利
亞諾．梅迪契委任的一位佛羅倫
斯貴婦」的肖像。

達文西後來的一封信還產生
過一些混亂。信中他提到這幅作
品展示了一位焦孔多（Giocondo）
的半身像，因此有人認為蒙娜麗
莎其實是一個男人。但在意大利
語中 Gioconda 也是 「一位寬心的
婦人」的意思，並不一定是一個
名字。

還有人認為《蒙娜麗
莎》其實是一幅自畫像。
假如在電腦上把蒙娜麗
莎的像與達文西的

一幅自畫像重疊到一起的話，兩
幅像的面部一模一樣。

還有人提出這幅畫實際上是
一位米蘭的大公夫人。達文西為
這位夫人做了 11 年的宮廷畫
家。畫中人的深綠色衣服
說明她是這個大公家庭
裡的一位貴婦人。而
蒙娜麗莎與這位大
公 夫 人 的 其 他
肖像的相似
性是顯而易
見的。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7
日消息：這是一個怯懦的計劃，如果
成功，意味着敵人會取得甜蜜的勝利
。英國軍情五處官員在二戰時傳送的

秘密文件顯示，納粹征服英國
的計劃包括用朱古力炸彈襲擊
邱吉爾。

希特勒的炸彈製造專家把
一層薄薄的黑朱古力塗在爆炸

裝置上，再用看上去昂貴
的黑色和金色紙包裝起來
，然後計劃利用在英國活
動的秘密特工，神不知鬼
不覺地把朱古力條與其他
奢侈品放置在托盤上，送
往英國戰時內閣使
用的餐室裡。這些
致命的朱古力所裝
的炸藥，足以殺死

數米之內的任何人。
但是希特勒的計劃被英國間諜挫

敗了，他們發現這些正在製造的朱古
力，並通報軍情五處最高層情報首腦
之一維克托．羅思柴爾德。

羅思柴爾德是和平時期的科學家
，也是羅思柴爾德銀行家族的主要成
員。他立即寫了一封信，給臨時調派
到他部門的一位有才能的插圖家，請
他繪製一些海報大小的朱古力圖像，
警告公眾小心這類朱古力。

這位插圖家名叫勞倫斯．菲什，
這封信由菲什的妻子、新聞記者珍．
布雷在 2009 年清理菲什的遺物時發
現。菲什逝世時，享年 89 歲。過去

兩年來，布雷一直把丈夫的作品
整理編輯成一本書。這本書叫做
《拿起鉛筆：勞倫斯．菲什作品
》。

納粹密謀用朱古力炸邱吉爾

麗莎是意大利富商弗朗切斯
科．德爾．焦孔多的妻子，在丈
夫逝世後成為修女。她於1542年7
月15日逝世，享年63歲。

將做DNA比對驗證
一支考古隊去年開始在已廢

棄的聖烏爾蘇拉女修道院進行挖
掘。他們發現一個地下室，並認
為它就是麗莎的最後安息地。很
快，他們就在女修道院原本的地
面下五英尺處掘到一個女人頭骨
，以及其他人體碎片，包括肋骨
和脊椎骨。

由於資金用盡，繼續發掘的
工作不得不擱置，但是考古隊上
月又恢復挖掘。本周，他們發現
了一副完整的人類骸骨。這些遺
骸，將會拿去化驗，以確定它們
與去年發現的頭骨屬同一具屍體
。然後，科學家將會對麗莎兩個
孩子的遺骸進行 DNA 比較與驗證
。麗莎兩個孩子埋葬在附近。

一旦證實該骸骨與頭骨同屬
麗莎，法醫藝術家就會設法還原
她的臉，再與達文西的《蒙娜麗
莎》裡那張臉進行比較。也許在
這過程中，可以解開蒙娜麗莎神
秘微笑之謎。

負責這次發掘的考古學家西
爾瓦諾．文塞蒂解釋說： 「我們
還未確定這些骨頭是屬於誰。但
是，這次發掘證實了我們的假設
，也即在聖烏爾蘇拉女修道院仍
然有人類骸骨，並且我們不排除
這些骸骨中有麗莎．蓋拉爾迪尼
的遺骸。」

發現與古記錄脗合
考古隊最初利用探地雷達和

古代地圖、文件來搜尋，他們移
走一塊現代水泥之後，發現了一
層磚，這些磚都是90公分寬。

文塞蒂在談到最初這個發現
時說： 「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發
現，而且這發現與我們掌握的紀
錄和初步研究結果相脗合。」

他說： 「我們發現的地下室
，在 1495 年的教堂紀錄中曾提到
過，進入它，需要先通過一道格
柵，再通過一道樓梯。我們從教
堂紀錄中還得知，在 1625 年，有
另一個地下室，這些我們都一一
發現了。」

在現場監察的人士中，包括
麗莎．蓋拉爾迪尼的後人納塔利
婭．古西亞迪尼．斯特羅齊，她
亦是查爾斯王子和前首相貝理雅
的朋友。在發現頭骨之後，她說
： 「能夠親臨這裡，真是無比激
動。我沒想到自己會這麼激動。
我敢肯定，這是麗莎．蓋拉爾迪
尼的最後安息地。」

這並不是文塞蒂第一次利用
這類技術來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去年，他曾利用同樣的方法，找
到並確定了另一位文藝復興時期
繪畫大師卡拉瓦焦的遺骸。文塞
蒂還於去年宣稱在用高功率放大
鏡對蒙娜麗莎的眼睛進行檢查之
後，可以看到眼睛裡有隱藏的信
息。

《蒙娜麗莎》是一幅板面油
畫，現時由法國政府擁有。這幅
畫廣為人知，且常常被二次創作
，也因此，它成為世界上最著名
的畫作。達文西於 1503 或 1504 年
開始畫《蒙娜麗莎》，1519 年逝
世前不久完成，當時他已移居法
國。

蒙娜麗莎之謎將解
出土骸骨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8日消息：意大利
考古學家日前在佛羅倫斯一個修道院地下發現了一
具人類骸骨，他們認為它就是藝術大師達文西名作
《蒙娜麗莎》人物原型麗莎．蓋拉爾迪尼的骸骨。

畫中人身份仍有爭論

【本報訊】據法新社18日南非．索韋托消
息：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曼德拉周三迎來94歲
大壽，來自南非各地的 1200 萬學生當天齊唱
《生日快樂》歌，為慶典拉開序幕。

當地時間早上8點，南非各地學校的孩子們，
一齊唱着改編後的歌詞《我們愛你，父親》。

索韋托一家小學的校長保羅．拉梅拉說，
「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日子。」

「我們在這裡慶祝一位重要人物的誕辰，
他把我們從種族隔離解放出來。」他告訴他的
學生， 「曼德拉耗費了生命中的67年來改善其
他人的生活。他為我們做了很多。」

曼德拉本人則不太可能在公開場合出現，
他將與自己家人在家裡安靜地慶祝生日。

他的孫女尼勒卡．曼德拉向索韋托的一家
報紙透露，家裡將用傳統的牛肚加玉米粥為曼德
拉慶祝生日，那是在開普敦很流行的一道菜。

她說： 「我們可能會吃像牛肚加玉米粥這
樣的菜，那是他的最愛。」 「大餐將會在下午4
點開始，到時我們還會向他展示生日蛋糕。」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周二到訪曼德拉居住的
村落，兩人會面。他們的合照顯示，曼德拉坐
在一張扶手椅上，腿上蓋着毛毯，牽着克林頓
的手。

南非1200萬學生為曼德拉賀壽

【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中文
網 18 日報道：知情人士說，蘋果公司
的下一代 iPhone 將採用能夠使手機屏
幕更纖薄的新技術。新 iPhone 的零部
件目前正在亞洲進行生產。

上述人士說，日本的液晶顯示器製
造商夏普公司和日本顯示器公司，以及
韓國的 LG 目前正在使用一種所謂的
「嵌入式」技術為下一代 iPhone 量產

面板。
市場調研機構DisplaySearch的分析

師說，新的技術把觸摸感應器集成到了
液晶顯示器內，這樣就無需為手機添加

一個單獨的觸摸屏層。觸摸屏的
厚度一般為半毫米左右，去

掉這層觸摸屏不僅使整個
屏幕更纖薄，顯示
的圖像質量也會有
所提高。

蘋果智能電話的主要
競爭者三星Galaxy S Ⅲ擁
有 4.8 英寸的有機發光顯
示器（OLED）顯示屏，
比現有的 iPhone 更薄。目
前用於移動設備的

OLED 顯 示 屏 大 多 數 由 三 星 提 供 。
OLED顯示屏不需要背光，因此往往比
傳統的液晶顯示屏更薄。

知情人士說，蘋果公司的
下 一 代 iPhone 將 比 三 星 的
OLED屏幕智能手機更纖薄，這
樣可以給電池等其他零部件騰
出更多空間。而新 iPhone 可能
會搭載比目前 3.5 英寸顯示屏更
大的顯示屏。屏幕更薄或許有
助於抵銷大尺寸所增加的重量。

對於夏普、日本顯示器和 LG
Display 等 LCD 面板製造商來說，
蘋果 iPhone 使它們能夠展示最新技術
進步，證明 LCD 屏幕可以繼續發展演
變，對OLED顯示屏保持競爭力。同時
，夏普、日本顯示器和LG Display也一
直在研發OLED顯示屏。

此外，採用內嵌式技術對於傳統觸
控面板製造商來說是個壞消息。很多智
能手機現在都採用傳統觸控面板。台灣
勝華科技和宸鴻曾是 iPhone 4S 屏幕的
觸控面板供應商。知情人士說，這
兩家公司都沒有拿到下一代iPhone

的訂單。

希拉里3年奔波351天

新iPhone屏幕更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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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