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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音樂學院130年來第一人
英23歲獨手漢成鋼琴家

【本報訊】據中央社29日報道：23歲
音樂系學生麥卡錫天生就沒有右手，但不
減學琴熱忱。他即將創造歷史，成為首位
自有 130 年歷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
獨手鋼琴家。

麥卡錫童年時期想要參加甄選卻總是
遭拒，旁人還不斷告訴麥卡錫，他永遠不
會成功。但麥卡錫仍固執挑戰命運和不看
好他的人，達到今日成就。他說： 「不斷
遭拒就像粉碎我的靈魂，因為那是我唯一
想做的事，我知道這會是艱困的奮鬥，但
也更堅決。我是個固執的人。」

他靠從連鎖店買來廉價電子琴自學，
直到14歲才接受正規鋼琴課程。麥卡錫說
： 「那就像是我的本能。有一天，我把電

子琴音量開得很大，老爸在樓下喊： 『尼
克，關掉音響』。我回答： 『那不是音響
，是我在彈電子琴』。」

他說： 「樓下陷入一片寂靜，我的父
母顯然了解到有事發生了。」

麥卡錫17歲時就讀英國市政廳音樂及
戲劇學院，而後更進入著名的英國皇家音
樂學院。麥卡錫彈奏特別為左手鋼琴家譜
寫的樂章，包含奧地利作曲家維根斯坦的
作品。維根斯坦在一次世界大戰失去右
臂。

他說： 「對許多人來說，看我彈奏的
第一反應是驚訝和讚嘆。有些人還以為我
在音軌伴奏下彈琴，但其實演奏者只有我
和我的左手。」

總統三角情史總統三角情史

一隻名為 「迷你」的約克夏和芝娃娃混種狗成為英國最小的狗。
牠出生時的體重不超過一個雞蛋（1.3盎司），尺寸僅僅是她兄弟姐妹
的三分之一，剛好放在一部iPhone上。 （英國《每日郵報》）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29日報道
：如果一齣電視喜劇劇集的主角是穆斯林
的社區領袖，肯定會引起不少爭議。英國
BBC電視台日前剛剛播出劇集《公民可汗
》的首集，就收到200宗投訴。

投訴者稱該劇集 「嘲笑了伊斯蘭教」
，加深了 「對亞裔負面的刻板印象」，是
「對《古蘭經》的大不敬。」其中讓觀眾

尤為氣憤的一幕是，當可汗先生進門時，
他濃妝艷抹的女兒才急匆匆戴上面紗，假
裝在讀《古蘭經》。

《公民可汗》於本周一晚上 10 時 35
分開始在 BBC1 台首播，由英國穆斯林演
員阿迪勒雷自編自演。

一位觀眾在 BBC 的留言板上寫道：
「這種刻板印象實在是太糟糕了，是極其

無知與可怕的。」另一位觀眾則寫道：

「非常失望！尤其是女兒對待《古蘭經》
極不尊重的態度！」

然而，也有一些觀眾為這齣劇集說話
。有觀眾說： 「人們似乎對《公民可汗》
過分解讀了，特別是她女兒那段，你不能
否認這種情況確實存在。」

這部喜劇着力嘲諷可汗的自大情緒，
包括他過高估計了自己在社區和職場中的
地位。阿迪勒雷最近在接受BBC的訪問時
表示，希望穆斯林民眾能輕鬆對待這部劇
，甚至自嘲一下也無妨。

BBC一位發言人表示： 「《公民可汗
》的開局很棒，吸引了 360 萬觀眾觀看，
佔夜間收視份額的 21.5%。一齣新戲，尤
其是喜劇，往往會引發觀眾不同的反應。
戲中角色的處理有些漫畫化，並不代表整
個穆斯林群體。」

BBC新喜劇被指嘲笑穆斯林

菲長灘島新法 重罰偷沙者
【本報訊】據中央社29日報道：打算

到菲律賓長灘島觀光的遊客請注意，長灘
島上的細沙雖美，但請不要帶走，萬一被
逮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度假變受罪。

長灘島位於菲律賓中部阿克蘭省馬來
鎮。這座全長 4.5 英里的島嶼，以粉末般
細沙、白貝殼、完美夕陽而聞名，已連續
第二年獲旅遊網站TripAdvisor評為亞洲最
佳海灘。

許多遊客喜歡把沙灘上的細沙裝進瓶

子裡，帶回家做紀念，也有島上民眾把細
沙染色裝瓶，做成紀念品販賣。鎮公所官
員說，由於遊客及民眾的自私，長灘島上
的細沙正迅速減少，島上景觀受到破壞。

根據新法，初犯者將罰款 2500 披索
（約合港幣 458 元），或判處有期徒刑 1
至3個月，或以上兩者；再犯者將被關上3
至 6 個月。別以為罰了錢就可以把細沙帶
走，法律規定，被逮到偷取長灘島細沙及
石頭的人，須把它們放回沙灘。

【本報訊】據 SMARTHOUSE
網站 29 日報道：對大多數人來說，
iPhone 已取代了數碼相機、MP3 播
放機和手提遊戲機。現在它就要取
代你的錢包了。將於兩周內推出的
下一代 iPhone，預期將有一個內置
晶片，可以充當你的信用卡或小數
額轉帳卡。

超級粉絲們都想盡可能多地看
到新 iPhone 的內部配置。現在他們
看到了該 iPhone 內有一樣東西，相
信是 NFC（近場通訊）晶片。NFC
被視為密碼刷卡的取代者，可作為
小額非接觸式智能卡，可對着收銀
台掃描器刷卡自動付款。

有些轉帳卡已安裝了這種功能
，某些零售店例如 Pre a Manger 已
在使用這種技術。其他手機亦已經
有內置式 NFC，但如果蘋果推出一
個 「i錢包」，則新的付款系統就會
正式進入大眾生活。

以披露可靠的蘋果產品秘密聞
名的 「朝九晚五麥機」網站發現，
新 iPhone 原型內有提到 NFC，並發
現據說是新 iPhone 硬件的圖像中，

有 「NFC接口」。
該網站推測說： 「蘋果可能會

內置付款處理器例如花旗銀行的
PayPass 系統，以便進行信用卡交易
——又或者變成某種付款處理器，
處理已在iTune店中存檔的數億張信
用卡。」

隨着預期新款 iPhone 將於未來
數周內推出，其他新聞亦紛紛出籠
，包括平板屏幕製造商 LG Display
公司宣布生產預期將是用於新款
iPhone 的屏幕，另有一些圖像顯示
著 名 的 新 「接 口 」 ， 它 是 前 代
iPhone 和 iPad 的電力和數據接口的
瘦身版。

據傳，繼三星推出最新4.8英寸
觸屏 Galaxy 智能手機之後，蘋果公
司將為下一代 iPhone 配備較大的屏
幕。消息人士說，新屏幕的大小為
角對角四英寸，比現時 iPhone 的屏
幕大約 30%。新屏幕也會比以前版
本薄。

據信下一代 iPhone 將於 9 月 12
日發布，並同時接受預訂。

新iPhone可當信用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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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奧朗德與現任女友特里耶韋萊 資料圖片

▼法國 「第一
女友」 特里耶
韋萊

資料圖片

▲BBC喜劇《公民可汗》的劇照 互聯網

▲23歲的麥卡錫即將成為首位自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
業的獨手鋼琴家 互聯網

▲長灘島以粉末般細沙、白貝殼和完美夕陽聞名
資料圖片

在這本爆炸性的書中，特里耶韋萊被描繪成一
個極其神經質的女性，在出席公眾場合之前要依賴
酒精使自己鎮定下來。今年早些時候，她在Twitter
上發文支持羅亞爾的競選對手，也為她贏得了 「羅
韋萊」的綽號。

作為奧朗德4個孩子的母親，羅亞爾稱這條推
文是 「陰毒的背後一刀」。

羅亞爾當面警告結仇
2005年，當羅亞爾得知奧朗德與特里耶韋萊的

戀情後，隨即當面警告特里耶韋萊離開奧朗德。自
此，現年47歲的《巴黎競賽畫報》記者特里耶韋萊
一直在尋找機會向羅亞爾 「復仇」。

據稱，當時身為法國社會黨資深政客的羅亞爾
，曾把特里耶韋萊叫進自己的辦公室，並對她說：
「所有人都說你是奧朗德的情人，我無法忍受。」

羅亞爾後又試圖阻止特里耶韋萊繼續報道社會
黨的工作，這樣特里耶韋萊就再沒有接近奧朗德的
藉口。但特里耶韋萊選擇無視這一切，繼續維持與
奧朗德的戀情。2007年，奧朗德和羅亞爾在共同生
活了30年後正式分手。

一度想與前情人復合
由調查型記者羅森謝爾和卡巴納寫成的《左右

為難》一書，證實了法國現任總統根本無法理清他
那混亂的情感脈絡。

2007年，奧朗德一度想要與羅亞爾復合。當時
羅亞爾正在參加法國總統大選。

卡巴納稱，特里耶韋萊今年早些時候支持羅亞
爾對手的推文是 「這場曠日持久爭鬥鬧劇的又一次

出招」。
「特里耶韋萊一直以來都生活在陰影中，她感

到很痛苦。她是害怕羅亞爾的，羅亞爾讓她差點丟
了工作，更處處威脅她。」

「奧朗德一直周旋在兩人之間，直到2007年夏
天。現在看來，特里耶韋萊是勝利了，但她的復仇
怒火正熊熊燃燒。這條推文就是徵兆。」

迄今為止，奧朗德的三角戀 「心理劇」已經催

生了多本書。《左右為難》一書引述了大量法國政
壇核心人物的信息與資料，被許多人視為是最為詳
實的一本。

現女友靠酒精穩定情緒
在書中，特里耶韋萊的形象是一個神經緊張、

偏執的女人。她接受了朋友的建議，在每次公開露
面前，至少會喝下半杯酒以定神。

前美女司法部長拉希達．達蒂還指出，前總統
薩爾科齊在公開場合總是牽着妻子的手，而奧朗德
幾乎和特里耶韋萊沒有身體接觸。

書裡還寫道，一旦特里耶韋萊覺得自己從奧朗
德那裡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她就會 「上
演失蹤的戲碼」，逼得奧朗德一再追問：
「瓦萊麗（特里耶韋萊的名字）在哪裡

？」
書中還披露了，在奧朗德想要請

羅亞爾為新政府工作時，特里耶韋
萊和奧朗德大吵一架，之後特里耶
韋萊就在她愛麗舍宮的辦公室發
出了那條 「邪惡」的推文。

《左右為難》甚至還聲稱就是
特里耶韋萊 「禁止」奧朗德請羅亞
爾擔任部長一職。

最近幾個星期，特里耶
韋萊一直保持低調，很少
公開露面，也沒有發表任
何公開聲明。

▶奧朗德前女友羅亞爾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英國《衛報》、《每日郵報》29日報道：法國總統奧朗德的女友
特里耶韋萊和舊愛羅亞爾一段政治三角戀，曲折離奇，一直成為國民的茶餘飯後話
題。一本名為《左右為難》的新書更揭露，特里耶韋萊對羅亞爾 「充滿報復的敵意
」 ，而且情況已經發展到奧朗德無力控制的地步。

◀ 2007年3月29日，奧
朗德與當時的總統候選人
羅亞爾親吻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