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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破連破33世界紀錄世界紀錄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及新

華社15日報道：43歲的奧地利冒險家鮑姆加特納14日
成功挑戰人類極限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壯舉。他從接近3.9
萬米的太空邊緣跳傘，自由落體4分20秒，時速最高時
達1342公里（音速的1.24倍），成為不乘坐噴氣式飛機
或航天飛行器而超音速飛行的世界第一人。

14日上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傳聞當年
有 UFO 墜毀及出現外星人的羅斯韋爾小
鎮，鮑姆加特納身穿特製太空服，乘坐由

一個55層樓高氦氣球攜帶的太空艙，到達3.9
萬米的預定高度後走出太空艙跳下，高速直
至超音速墜落。他的空中飛行時間總計剛過9
分鐘，其中自由落體的時間計約4分20秒。

未破自由落體時間紀錄
他一口氣打破了3項紀錄，那就是最高

點自由落體、最快的自由落體速度
，和載人氣球最高飛行。但因為

較預期早打開降落傘，他沒能
打破最長時間自由落體紀錄
。雖然這些紀錄還有待國際航
空聯合會的認證，但毫無疑問
他已經超越基廷杰創造的天
際跳傘高度極限，完成了史
無前例的壯舉。

鮑姆加特納在 1524
米高度時打開了降落傘
。在沙漠中順利和安全

落地後，難掩興奮之情的
鮑姆加特納揮手致意。地面

任務控制中心的人群熱烈歡呼。接載他的直
升飛機很快就飛到他的附近。

鮑姆加特納在跳下之後的首次訪問中，
對奧地利的德語電視台 ServusTV 說： 「我想
我的肩膀卸下了 20 噸的重量。我為此準備了
7年了。」

鮑姆加特納談到幾乎迫使他最後一刻放
棄的頭盔問題時說： 「即使在這樣的一天，
你有一個很好的開始，但還是出現了一點小
故障。然而我最終還是決定跳下了。」他的
頭盔在升空過程中出現問題，面板上的加熱
器失效。

站在巔峰 只想活下來
有 「無畏者菲利克斯」稱號的鮑姆加特

納在完成跳傘後表示： 「當站在世界之巔之
時，我感到自己非常卑微。你想的不再是破
紀錄，你想的不是獲取科學數據，你唯一想
的是要活着回來。」

他還說： 「有時候我們確實需要飛得很
高，才能看到我們是如何的渺小。」

關於超音速飛行的感覺，鮑姆加特納說
「難以描述因為感覺不到它」，由於沒有參

照物，所以 「不知道有多快」。

對於自由落體，鮑
姆加特納說： 「離開時
很完美，然後我開始翻
騰了——我認為我可以
控制它，但然後它真的開
始了。我真的加速，很激
烈。我認為我在數秒內會
不省人事。感謝上天。我
能夠停下來了——這是十
分困難的啊。這比我們很
多人所預期的都要困難得
多。」

事實上，鮑姆加特納
面對的最大風險就是在急速
下落的過程中失去控制，這會使他
受到過度重力的作用並失去意識。

31330米

此前的自由落
體跳傘紀錄由
美國跳傘人基
廷杰保持
（1960年）

39044米 跳傘高度

【本報訊】據法新社 15 日消息：今年 3
月和7月，鮑姆加特納分別成功挑戰了約2.1
萬米和2.9萬米高空跳傘。他原本計劃在9日
開跳，但是由於風速過大而被迫取消。

即便有制服保護，這次跳傘過程仍然危
險重重。距地面3.9萬米的平流層接近真空，
氣壓只有地球的1%，如果制服或頭盔破裂，
超低氣壓將導致鮑姆加特納血液沸騰，危及
生命。

此外，鮑姆加特納從太空艙跳傘時的姿
勢相當關鍵，由於周遭幾乎沒有空氣，他無
法控制身體旋轉的方式，若是他在落下時快
速旋轉，可能陷入昏迷，有眼

部、腦部和心血管系統損傷風險。
值得擔憂的是，在鮑姆加特納乘氦氣球

升空時，他的頭盔出現了問題：面板上的加
熱器失去效用，當他呼氣的時候頭盔被霧氣
籠罩。

然而，在考慮了這些因素之後，這名無
畏的跳傘人還是決定展開這歷史性的一跳。

鮑姆加特納14日打破的多項世界紀錄還
有待國際航空聯合會的認證，但毫無疑問他
已經超越 「平流層跳傘之父」基廷杰1960年
創造的天際跳傘高度極限。

【本報訊】據法新社洛杉磯 14 日消息
：奧地利勇士、 「無畏者菲利克斯」鮑姆
加特納 「為飛而生」。他上周日從3.9萬米
高空一躍而下，打破音速障礙，震驚世人
，也完成他的孩提夢想。

奧地利《信使報》援引鮑姆加特納的
話說： 「在空中自由飛翔是我一直夢寐以
求的。我去爬樹，就是為了能從更高的地
方看世界。」

鮑姆加特納 1969 年 4 月 20 日生於奧地
利薩爾茨堡，他年輕時曾是一名汽車修理
工，同時也不斷探尋在空中翺翔的方式。

他第一次跳傘是在 16 歲，從軍後繼續
精進自己的跳傘技術。隨着時間的推移，
鮑姆加特納為自己積累了驚人的特技表演
經歷，他曾說過， 「天空就是我的家」。

1999 年，鮑姆加特納從巴西里約熱內
盧地標基督像的手部跳傘躍下，高度約 29

米，這是他早期的最低定點跳傘紀錄之
一。定點跳傘（BASE）是指從建築物
、天線、跨距和地表跳下的跳傘運動。
BASE一詞是這四個單詞的首字母縮寫合
成詞。

鮑姆加特納擁有熱氣球和直升機駕駛
執照，曾兩度創下最高定點跳傘紀錄。他
1999年首先挑戰樓高約450.8米的馬來西亞
吉隆坡雙子星大樓，5年後成功征服了更高
的台北101大樓。

2003 年，他曾背後捆綁碳纖維翅膀以
滑翔方式飛越英吉利海峽，飛向法國北部
城市加萊，成為第一位自由落體橫越英吉
利海峽的人。其他壯舉還包括在克羅地亞
一個 189.9 米深的洞穴跳傘成功，以及從
世界最高、342.9 米的法國米洛高架橋上跳
下。

不過，鮑姆加特納曾表示這次極限跳

傘將是他的最後一跳，他計劃此後與女友
安頓下來，在美國和奧地利執行直升機高
山救援或滅火飛行任務。

極限勇士「為飛而生」

平流層接近真空 小差錯即可致命

亡命跳傘 全球屏息直擊
【本報訊】據法新社14日華盛頓消息：在

全世界觀眾的密切注視下，奧地利冒險家鮑姆
加特納實現了創紀錄的高空極限跳傘，也迅速
為他贏得了數以百萬計的粉絲。

鮑姆加特納的極限跳傘全過程在 YouTube
視頻網站現場直播，但有20秒的延遲，以防現
場一旦有什麼不測，新聞中心能夠及時將畫面
切掉。據統計，有超過 700 萬的觀眾收看了鮑
姆加特納的超音速跳傘。

當 NASA 暫時擱置載人航天任務、其他眾
多冒險家大多醉心於精心鋪排的特技時，鮑姆
加特納的生死一跳着實緊緊攫住了世人的目光
。所有人都滿懷期待，希望親眼見證這一創造
奇迹的時刻。

鮑姆加特納的每一步行動都在 「臉譜」和
Twitter 上引發極大反響，從一開始的冷嘲熱諷
很快轉變成近乎崇敬地難以置信。

英國布里斯托的格雷格貝茨在Twitter上發
言說： 「誰也在看費利克斯．鮑姆加特納的大
冒險？天哪！他真是太神了！」美國三藩市的
博爾瑟里則發推文稱：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鮑姆加特納的勇氣。希望當我們遇到未知的景
況時，也能像他那般無畏。」

奧地利的國民更是倍感驕傲與自豪。
奧地利總統海因茨費舍爾在自己的臉譜頁

面上說： 「我謹向鮑姆加特納的巨大成功致上
誠摯祝賀，他靠着勇氣和毅力完成壯舉，受到
全球矚目。」他還說： 「奧地利以你的成就為
榮。」

為科技網站 Gizmodo 評述此次冒險行動的
迪亞茲表示，當看到鮑姆加特納成功着陸時，
他不禁 「熱淚盈眶」。迪亞茲說： 「他做到了
！他從高空邊緣跳下，打破了之前的紀錄，他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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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自由落
體速度（超音
速1.24倍）

●最高的自由落
體運動

●載人熱氣球飛
行的最高紀錄

所破紀錄

▲ 鮑姆加特納
在着陸之後興
奮揮手

法新社

出太空艙出太空艙

▲鮑姆加特納（左）安全着陸後與技術項
目總監湯普森慶祝 美聯社

▲鮑姆加特納跳出太空艙的瞬間 美聯社

亡命一跳亡命一跳

自由落體自由落體

▼鮑姆加特納的母親緊張地觀看兒
子跳傘 美聯社

起飛時，氦
氣 球 長 達
16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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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降落傘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