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巴馬日前在佛羅里達州開展競選活動時，曾試圖致電感謝團隊內的
志願者，但面對助手遞過來的一部 iPhone 手機，他卻顯得茫然無措。

有記者就描述當時的情景稱： 「奧巴馬似乎不懂怎樣用iPhone打電話
，他看上去糊裡糊塗的。」據悉，奧巴馬當時還掏出了自己的黑莓
（Blackberry）手機，解釋稱： 「看，我還有黑莓可以用。」

儘管這一小插曲讓總統先生鬧了笑話，但實際上，奧巴馬可
是利用科技手段服務於競選活動的高手，其中視頻網站和社交媒
體一直是奧巴馬進行競選宣傳的有力武器。

妻子睡後享私人時光
大選臨近，一向注重親民形象的奧巴馬向《名利場》雜誌曝光

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像許多普通已婚男性一樣，他也喜歡在妻
子入睡後熬夜上網和看電視。

奧巴馬透露，他喜歡在晚上10點左右妻子米歇爾入睡後享
受一點兒 「私人時光」。他當然不會離開家，但是會熬夜

上網、觀看電視轉播的體育比賽、看看書，或者給其他
時區的外國領導人打電話，直到凌晨1點左右才睡覺。
奧巴馬還稱，他每天早晨 7 點起床，然後在健身房裡
待1小時，因為 「人必須經常鍛煉，否則就會搞垮自
己的身體」。

奧巴馬說，在白宮裡他和米歇爾最喜歡的地方
是杜魯門陽台，他們經常在那裡度過

夜間時光，聽上去很是浪漫。

料iPhone 5即刻有售
雖然奧巴馬玩不轉 iPhone

，但 iPhone 5 現身之際，還是
有無數的目光投向三藩市的芳草地

藝術中心。根據蘋果傳統，他們通
常會一起發表多項新產品，此次盛會

應該也不例外。
根據蘋果供應鏈外泄的消息以及權威媒體報

道，媒體推測除了iPhone 5，蘋果還將推出新款
iPod 與 iMac。報道說，
iPhone 5 發表後，立刻
就能預訂，13或14日就
能在店裡買到並交貨。
消費者或可於 9 月 21
日以199美元買到連合
約的新iPhone。

iPhone 5 也 可
能有新耳機，但可能
不會有近距離無線
通訊技術（NFC），
因此想把手機當成
電子錢包的人可能
會有點小失望。

這個選舉有點悶
本報駐美記者 黃曉敏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B9國際新聞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田惠君

【本報訊】據中新網12日消息：被俄羅斯官方稱為 「全球
最長壽」的老人穆罕默德．拉巴沙諾夫日前去世，享年122歲。拉巴
沙諾夫生於 1890 年，先後經歷了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時代和
「十月革命」等重大歷史時期。

拉巴沙諾夫稱自己長壽的秘訣
是 「戒煙、戒酒、戒色」。此外，
他認為合理膳食，平時吃蔬果、乳
製品、玉米、乳清和野生大蒜這些
食物對長壽也至關重要。

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社會動盪
，古老的教堂和清真寺記錄都已被
毀，因此拉巴沙諾夫的親人無法找
到他的出生證明來為其申請健力士
世界紀錄。

拉巴沙諾夫有18個孫子和20個
曾孫。另外，他比自己的 4 個兒子
中的3個活得都要久。

俄122歲人瑞離世
長壽秘訣「戒煙酒美色」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中央社12日消息
：9 月 11 日美國 「911」事件 11 周年當天，全美各地
都舉行悼念默哀儀式，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晨間新聞節目卻不轉播默哀儀式，改播真人騷節目女
星談豐胸，引發輿論批評。

每年的 「9．11」周年紀念日，從紐約到華盛頓及
全美各地城市，都會在當年事發時間舉行大規模悼念
默哀。就在全美主要電視台在11日晨間新聞時段紛紛
實時轉播全美默哀的同一時刻，國家廣播公司招牌晨
間節目《今日》卻改播真人騷節目女星金．卡戴珊的
母親談論自己的豐胸經驗。

美國媒體稱，不少觀眾在社交網站上留言批評國
家廣播公司 「丟臉」、出現 「重大失誤」，也有觀眾
要求國家廣播公司 「要有格調」。

《今日》節目發言人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
聞網站訪問時則表示，他們已經為 「9．11」周年安排
了很多特別節目。

iPhone席捲全球美大選隨筆美大選隨筆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電訊報》、
法新社、中新網、中央社12日消息：萬眾矚
目的iPhone 5今日面世，全球 「果粉」 又將
陷入新一輪的瘋狂。不過，美國總統奧巴馬
對此似乎不太感興趣，有媒體稱，奧巴馬對
iPhone手機簡直是 「一竅不通」 。

奧巴馬再過51天就要舉行美國總統選舉投票了，可是今屆的總統選
舉顯得很沉悶，毫無生氣，除了新聞媒體每天勉強刊登一些兩黨
候選人的活動外，民眾對大選關心的程度，與4年前相比大相徑
庭。期待完兩黨大會後，觀察家們又開始期待着接下來的4場辯
論，希望兩組候選人能夠擦出一些火花來。

4 年前，因為一個黑人（奧巴馬）、一個女人（希拉里）再
加上一個老人（麥凱恩）的參與，讓大選提前一年半就開始熱鬧
起來，選舉多了許多話題。而今屆選舉，兩位主要候選人奧巴馬
與羅姆尼，若硬要加上標籤，也只能以黑白帥哥來定義了。

奧巴馬在做了三年多總統後，4 年前充滿理想的那個年輕人
已經被現實折磨得毫無棱角，再也不相信兩黨融合的鬼話，少了
年少輕狂和理想主義，不久前他發表提名演說時，雖然情緒還是
那麼慷慨激昂，語調還是那麼抑揚頓挫，可是人們已經很難被打
動。他對未來政策的勾畫，還不如太太米歇爾說點家長裡短的故
事更能走進人們的心裡。

高富帥羅姆尼底氣不足
第二次競選總統的共和黨高富帥代表人物羅姆尼，上屆在共

和黨初選時就敗北，這次僥倖戰鬥到最後，終於成為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他在初選中就打得非常艱難，最終勝出，並非他有多大
的人格魅力或政治能力，而是他的對手確實太弱。

羅姆尼經商的背景以及家底過於殷實，也成為他的軟肋。首
先，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富，因為他拒絕公布兩年以上的報稅
記錄，因此有人說他不知民間疾苦，有人說他只會維護富人的利
益；其次，他在管理貝恩資本期間的所作所為為人詬病，雖然對
手沒有提出強有力的證據打垮他，但每一項指控都會引起民眾對
他的懷疑。更要命的是，羅姆尼一直提不出能夠打動人心或比奧
巴馬更有說服力的政策主張來，當他在批評奧巴馬過去4年施政
不彰時，除了批評聲，選民卻聽不到他有什麼高招，他總是在關
鍵時候戛然而止，給人言不由衷的感覺。有共和黨人替他解圍說
，羅姆尼是虔誠的摩門教徒，因此 「溫良恭儉讓」的美德早已深
入他的骨髓。

與奧巴馬太太米歇爾一樣，羅姆尼太太安在共和黨大會上的
演說也是非常成功的。安不僅成功虜獲了許多女性的心，甚至也
讓一些男性選民找到了共鳴。安成功在大會上塑造了她丈夫腳踏
實地的人性形象，使之成為羅姆尼的超級助選員。

可是儘管如此，這場選舉還是找不到太多的熱點。
（紐約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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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2日消息：蘋
果公司負責領導iPod、iPhone和 iPad等產品設計的
喬納森伊夫爵士花費超過1000萬英鎊（約1.25億港
元），在三藩市 「黃金海岸」購入一棟豪宅。

於五月獲得爵位的伊夫，在加州一個高級社區
買入一棟有 6 個睡房、8 個洗手間的住宅。這棟位
於山頂的豪宅，能夠遙望三藩市海灣上的金門大橋
與惡魔島，今年2月以2500萬美元的價格掛牌，最
終以1700萬美元易手。

住宅共分為5層，居住面積達到7274平方呎，

主要賣點是橡木鑲嵌的圖書館、大花園和6個可用
壁爐。其他設施包括一個健身室、洗衣房、一個花
崗岩表面的大廚房、橡木裝飾的電梯、超大餐廳以
及底層的兩個工人房。

主人房陽光充沛，內有用瑪瑙石裝飾的燒柴壁
爐，前窗帶定製百葉窗，有步入式衣帽間和大型儲
衣櫃。

現年 44 歲的伊夫出生在倫敦東北部，1992 年
加入蘋果公司，是蘋果最重要的高層之一，其獨特
創造性的設計受到廣泛稱讚。

蘋果設計師億元豪宅曝光

威廉表明心跡 想要兩個孩子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2日消息：英國威廉王子

夫婦 11 日抵達新加坡開始為期 9 天的亞太之行。在 12 日的參
觀訪問活動中，他們被熱情的新加坡民眾問到想要幾個孩子時
，威廉表示，想要兩個。

12 日，威廉夫婦在新加坡濱海灣公園和大約 1000 名民眾
短暫見面，接受大家送來的鮮花、卡片和信件。為見到王子夫
婦，一些熱情的民眾在攝氏31度的高溫中等待了3個小時。有
人向王子提問打算要幾個孩子，王子回應道： 「正在考慮要兩
個。」不過他並沒有表明王妃是否也這麼想。

凱特在訪問中穿着鬆身禮服，身形也不似之前那麼瘦削。
在招待晚宴中，更是滴酒不沾，王妃懷孕的傳聞一時間沸沸揚
揚。

威廉王子夫婦 2011 年結婚。他們的婚禮全球直播，觀眾
超過 20 億人。這對 「明星」王室成員此次亞太之行從新加坡
開始，隨後還要訪問馬來西亞、所羅門群島和圖瓦盧。

微型網誌 Tumblr
上 最 近 有 一 些 名 為
「Instagram 上的奢華

小貓」的照片開始躥
紅。這些貓深得主人
寵愛，過上了富貴日
子。牠們戴着寶石皇
冠，和大把鈔票一起
合影，還可以在LV包
旁睡懶覺。

《每日郵報》

奢華小貓

一竅不通一竅不通

▲威廉和凱特12日在新加坡欣賞舞獅表演 法新社

▲俄122歲人瑞穆罕默德
．拉巴沙諾夫 互聯網

▲真人騷節目女星金．卡戴珊的母親（右）接受
NBC《今日》節目專訪大談豐胸經驗 美聯社

▲

蘋果設計師
喬納森伊夫
《每日郵報》

▲伊夫的豪宅內景 《每日郵報》

▲

奧巴馬在
佛州的競選
活動間隙，
似乎不會使
用工作人員遞
來的iPhone

法新社

▲奧巴馬自己用的是黑莓機
互聯網

▲奧巴馬一家本月6日現身民主黨代表大會
資料圖片▲三藩市芳草地藝術中心iPhone 5發布會會場外的蘋果標誌法新社

▲伊夫的億元
豪宅外景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