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A24國際新聞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譚志賢

飛天350小時 被譽為國家英雄

【本報訊】據科技網站 The
Inquisitr24日消息：有傳言指新一
代iPhone將在8月推出，曾做過很
多科技產品概念設計的意大利設計
師奇卡雷塞展開奇思妙想，假定新
iPhone能夠戴在用戶的手背上。他
的概念中這款新 iPhone還有金屬
腿可以抓着手部，除下之後獨立放
置時則像一隻蜘蛛。

對於設計概念中有光滑的金屬
帶，可能未必和蘋果的構想一樣。
英國 「手機評論」 網站指出： 「我
們一方面認為這實際上難以置信，
但一方面我們對它有點摸不着頭腦

。比如說，很多人其實連戒
指都不肯戴，因此拿一

件金屬包着手掌
的想法未必討

好。」

他們也指出
，由於新 iPhone宣布推出之前，
除了蘋果公司的內部員工之外，根
本就沒有人知道新 iPhone真正的
模樣是如何，因此靠傳言和泄露出
來的提示來猜測，其實也蠻有趣。

據美國 「考察家」 新聞網站指
出，新 iPhone傳說會配備競爭對
手三星的4核心處理器。《基督郵
報》也報道，新 iPhone可以戴在
身上，可能就和配備一個光學時鐘
配件的iPod Nano播放器一樣。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24 日消息：英國一名小球迷
在商場拍照時喜逢偶像碧咸，喜
極而泣。

克里斯汀．劉易斯和母親伊
蓮在倫敦奧運主場館附近的大型
商場西田斯特拉特福德城購物時
，有人請他們進入一間攝影亭拍
照，說是為了支持奧運。當母子
倆擺好姿勢後，一個人突然探頭
進來，想與他們合影。

克里斯汀發現那人竟是他的
偶像碧咸，激動萬分，碧咸走過
來擁抱了他，伊蓮在一旁目瞪口
呆。伊蓮說： 「那是他心中的英
雄，碧咸只是在角落裡露出臉，

並問 『我可以一起拍嗎？』」我
兒子開始哭，我也哭起來，這太
神奇了。」

這項奧運宣傳活動名叫 「佔
領舞台」，是由 Adidas 贊助的，
西田斯特拉特福德城商場有 60 名
幸運兒受惠。前英格蘭足球隊隊
長碧咸目前是美國洛杉磯銀河隊
的隊員，他表示： 「我一直喜歡
回到倫敦，這項活動給了我一個
支持英國的機會。」

幸運兒除了能和碧咸拍照外
，還可以問他一些問題，包括他
的未來計劃，以及他為什麼喜歡
吃餡餅和薯蓉。

手戴式iPhone似蜘蛛

據薩莉．賴德名下一家科技公司透
露，在與胰腺癌鬥爭17個月後，這位61
歲的女太空人平靜地在其加州的家中離
世。該公司在聲明中說： 「薩莉的歷史
性太空飛行激發了國民的想像力，也使
她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

「啟發女性飛向太空」
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查爾斯．博爾登

在一份聲明中稱，薩莉．賴德打破了專
業障礙，改變了美國太空項目的面貌，
她的去世使國家失去了 「一位最好的領
導者、老師和探險家」。

奧巴馬發表聲明，稱她是 「國家英
雄與有影響力的楷模」，並且 「啟發不
同世代的年輕女性飛向太空」。

賴德於 1951 年 5 月 26 日在加州安其
諾出生，在史丹福大學取得物理學與英
文學位。1977 年她在大學報上看到廣告
，就向 NASA 申請成為太空人，這是
NASA 首次接受民間人士而且是女性申
請。NASA 從 8000 名申請者中挑出 35 人
參加訓練，賴德是其中 6 名女性之一。
1978 年，賴德打敗其他 5 名競爭者成為
太空人候選人，同年她也取得史丹福的
物理學博士學位。

兩次登上 「挑戰者」 號
1983 年 6 月 18 日，賴德參加了 「挑

戰者」號航天飛機執行的 STS-7 任務，
時年僅32歲。她擔任飛行工程師，負責
操縱航天飛機的機械臂。她也成為全球
第 3 位登上太空的女性，前兩位是前蘇
聯的捷列什科娃和斯韋特蘭娜．薩維茨
卡婭。

1984 年她再乘 「挑戰者」號登上太
空。賴德參與過兩次任務，在太空中待
了將近 350 小時，原先預定在 1986 年參
加第3次任務，卻因 「挑戰者」號爆炸7
名太空人全部罹難而取消。賴德參與事
件調查，隨後被指派到 NASA 總部工作
，1987年退休。

退休後，賴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長期從事激勵年輕女性投身科學事業的
工作。她同時也擔任加州大學聖地亞哥
分校的物理學教授。

由於一些專業人士對女性參加太空
計劃的質疑，美國在啟動載人航天活動
20 多年後才開始挑選女太空人，賴德的
成功不僅排除了各種質疑，也被公認為
美國女性在社會中取得輝煌成就的代表。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航天專家瓊．約
翰遜．弗里斯認為，女太空人骨質流失
速度會比男太空人快，但她們比男太空
人更細心更靈巧，這對持續時間較長的
太空任務很重要。她認為女太空人的出
現是女性在一些困難、危險的關鍵領域
被平等對待的一個重要象徵。

【本報訊】綜合美聯
社、中新社23日消息：美

國太空總署23日宣布，美國
歷史上首位女太空人薩莉．
賴德當日因胰腺癌去世，年
僅61歲。在1983年美國第7

次太空任務中，32歲的賴德乘
「挑戰者」 號登上太空。美國總統

奧巴馬發表聲明，稱她是 「國家英雄與有
影響力的楷模」 。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24 日報道：英國的肯德基家
鄉雞（KFC）將與大學合作，資
助本公司員工在工作之餘，修讀
大學課程。

KFC 宣布，公司的員工從
2013 年 1 月開始，就可以申請修
讀一個商業管理學位課程。每家
分店的員工休息室都有一部電腦
可供做功課之用，並且每年都有
12至14天留在提供課程的英國萊
斯特德蒙特福特大學。畢業之後
，他們可以成為區域經理，或者
替公司的總辦事處工作。這個需
要 3 年才能讀完的學位，反映企
業開始傾向因應大學學費增加而
改變招聘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大型連
鎖快餐店麥當勞餐廳在英國的
8.75萬名僱員中，已約有3.5萬人
在替麥當勞打工時選擇免費從曼
徹斯特大都會大學修讀一個基礎
學位。

KFC 英國董事總經理舒克說
，公司利用這個機會，去獎勵一
些最出色、但年輕時從沒有機會
上大學的員工。他還說： 「我們
的員工可以一邊賺錢，一邊提高
自己。」

但和麥當勞不同的是，KFC
讓員工獲得的學位並不是免費的
。它要花 3 年時間和付出 9000 英
鎊才能得到，但 KFC 會負擔一半
的學費。

KFC資助員工讀大學

碧咸突襲合照
英男童喜極而泣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24 日報道：人們很少注意警
方公布一幅好的疑犯素描有多重
要，它只被視為刑事調查中的一
次例行公事而已。但事實上，它
是一門技巧高超的藝術。而美國
休斯敦的吉布森毫無爭議地是其
中的佼佼者。

吉布森目前獲健力士世界紀
錄大全肯定為世上最成功的疑犯
素描畫家，她入行 30 年來協助破
獲了過千宗罪行。她用蠟筆或粉
筆畫的多部作品，都非常準確地
描繪了罪犯的長相特徵。儘管其
實現年 62 歲的吉布森從未見過畫
中人，只是透過受驚的罪案受害

人的描述下筆而已。
吉布森說： 「所有目擊者都

說，他們的記憶不會好到可以畫
一幅素描出來，但我要讓他們記
起最微小的細節。」吉布森奇特
的職業生涯，源於她在罪案中受
害的經歷。她 21 歲時曾經遭受到
強烈襲擊，幾乎沒命。

吉布森做過街頭畫家和《花
花公子》雜誌的兼職模特兒之後
，遷往休斯敦，義務為警方提供
服務，正如她所說： 「我知道想
要得到正義是怎麼一回事。」

休斯敦警察局長麥克萊蘭讚
許她 「難以置信的才能」。他說
： 「我曾經見過受害人和探員會

面時，記不起什麼東西。
但和吉布森傾談了4、5個小時
之後，她就可以交出一幅非常準
確的素描。」吉布森目前每周替休
斯敦警方大約畫兩幅素描，是美國
20多名專業疑犯素描畫家之一。

素描家30年助破千宗罪

▲英國KFC出資供員工就讀商
管學位課程 英國《每日郵報》

◀碧咸的突
然出現令小
劉易斯（右
）又驚又喜
英國《每

日郵報》

▲吉布森的素描作品（上排）
和嫌犯長相（下排）十分神似

英國《每日郵報》

▼手戴式新 iPhone概
念機外形，甚
具未來感
互聯網

▲賴德在 「挑戰者」 艙內工作 互聯網

▲參與1983年 「挑戰者」 號STS-7任務的太空
人大合照，左一為賴德 法新社

▲奧巴馬 2009 年在白宮與賴
德（左）會面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