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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幾名大學生拍攝了 「牛奶淋頭」視頻
並上傳網絡，引來了網友的跟風和追捧。報道稱，這幾名大
學生選擇在公共場所向自己的頭上潑桶裝牛奶，包括在紐卡
斯爾大學的校園中、街道旁和垃圾箱裡等。視頻中的一名男
生莫里斯稱： 「我們當時只是覺得這會很好玩。」但當地議
員格雷格斯通稱： 「我不認為學生們這麼做能幫助他們建立
良好形象。」

英國《每日郵報》

英大學生牛奶淋頭作樂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
公司 26 日消息：11 月 25 日
，滾石樂隊在倫敦 O2 體育
場舉辦了第一場樂隊成立
50周年紀念演唱會。

樂隊主唱米克．賈格、
結他手兼歌手基斯．理查德
、結他手朗尼．伍德、鼓
手查利．沃茨和原貝司手
比爾．懷曼登台獻唱。樂隊
1969 年至 1974 年間的主結
他手米克．泰勒作為嘉賓也
登 台 演 出 了 《Midnight
Rambler》一曲。

之前就有新聞說他們演
唱會的門票貴得驚人。在演
唱會上賈格拿此和坐在上方
的觀眾開起了玩笑： 「你們

在那些便宜的座位上還好吧
？其實也不便宜是不是？」
但即使是貴價票也照樣售罄
，現場能容納2萬多名觀眾
的體育場全部爆滿。

滾石於 10 月中宣布了
他們將為樂隊成立 50 周年
舉辦一系列演唱會，也以此
紀念他們從倫敦小酒吧出道
的日子和向對他們影響深
刻的美國布魯斯音樂大師
致敬。

倫敦除了此次演唱會之
外，還會有一場，於 11 月
29 日在倫敦 02 體育館舉行
。紐約演唱會將於 12 月 13
日、15 日在新澤西紐瓦克
保誠中心舉行。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26 日消息：現年 74 歲的保加利
亞裔美國藝術家克里斯托曾以 「被
包裹起來的德國國會大廈」和 「美
國加州公路與黃傘」等裝置藝術作
品聞名於世。近日，克里斯托準備
花費 2.12 億英鎊（約 26.32 億港元
），用 40 萬個顏色不一的油桶，
在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沙漠中建造一
個 「馬斯塔巴金字塔」。

「馬斯塔巴」在阿拉伯語中是
「長椅」的意思，是金字塔的前身

。 「馬斯塔巴金字塔」四壁中兩邊
是斜的，兩邊是垂直的，頂部則是
平的，像一個被削為平頂的金字
塔 。 克 里 斯 托 的 作 品 完 成 後 ，
「馬斯塔巴」約高 150 米、寬 225

米、長300米，比埃及的吉薩金字
塔更大，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固定
雕塑。

克里斯托和他已故的妻子珍妮
．克勞迪早在 30 年前就想在沙漠
裡建造一座金字塔，無奈當地衝突

不斷，他們一直在申請。直到近日
，阿聯酋政府才批准了這一申請。
一旦建成，它將成為阿布扎比的新
地標，如同埃及的金字塔和法國的
埃菲爾鐵塔一樣。

按照夫婦倆的構想，這件作品
將十分特殊。以往的作品在展出兩
周後，其材料將被回收利用，而
「馬斯塔巴金字塔」建成後將不再

拆除。在 「馬斯塔巴金字塔」附近
，還將建造藝術園和豪華酒店各一
座。克里斯托希望 「馬斯塔巴金字
塔」每年能吸引來200萬遊客。

至於建造費用，克里斯托沒有
說是否得到阿聯酋統治家族的資助
，只表示，所有費用都來自於 「獨
立的」資助和他以前作品的收入。
對於為什麼選擇油桶作為最主要的
建築材料，克里斯托否認了這是
在影射阿聯酋的財富來源，他強
調，他的作品和創意毫不受政治
或經濟影響，純粹只是為了 「快樂
和美麗」。

機器人有機器人有44大威脅大威脅
劍橋大學着手研究劍橋大學着手研究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5 日消息
：英國劍橋大學打算開設一家新的研究中心，
主力研究機器人對人類構成的 4 大威脅：人工
智能、氣候變化、核戰爭和違規生物科技。

這家研究中心名為 「存在風險研究中心」
，其中一個創辦人是英國皇家天文學家、世界
頂尖宇宙學家里斯爵士。2003 年出版的里斯著
作《我們的最後世紀》中警告說，人類對地球
的破壞會讓人類自身在2100年自我毀滅。

「機器可能終有一天會取代人類」的想法
，在書和電影中屢見不鮮，其中包括電影《未
來戰士》─荷里活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在這
部電影中飾演一個殺人的機械人。

1965 年，出身劍橋的數學家、先驅電腦科
學家古德曾為《新科學家》雜誌寫過一篇關於
超智能機器的論文。他指出，在不久的將來，
一部超智能機器將會誕生；而且這部機器將是
人類的最後一項發明，造成 「智能爆炸」。

曾為史丹利寇比力克執導的經典科幻電影
《2001 太空漫遊》提供意見的古德說， 「人類

的生存」和建造這部超智能機器有密切關係。
劍橋大學哲學教授、中心 3 名創辦人的另

一人普賴斯說，這種 「超智能機器」有可能帶
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他說： 「現在很多科技都
已有了威脅人類生存的可能性。科幻電影中機
器人最終取代人類主宰世界的橋段也許會上演
。」

【 本 報 訊 】 據 英 國
《每日郵報》26 日消息：
南太平洋島國斐濟有一間
海底度假酒店，位於 12 米
的海底，可以讓住客飽覽
海底世界奇觀，是遠離繁
囂避靜的首選，至於入住
費用為每人每周 1.5 萬美元
（約11.6萬港元）。

這間名叫波西登海底
度假村的酒店，位於斐濟
外海波西登小島環礁附近
，設有 25 間海底套房，外
牆以透明的強化丙烯酸打

造，住客在房內就能坐擁
珊瑚海景，並可利用房中
的控制器調整窗外水底世
界的明暗，或是釋出飼料
餵食四周的海洋生物。

酒店也設有旋轉餐廳
、酒吧和健身室，還有可
以讓情侶行禮的結婚教堂
。遊客搭電梯就可以直達
客房，不需更換潛水裝備
，不怕沾濕身體，不必擔
心壓力適應的問題，因為
房中的氣壓將與陸地上完
全一樣。

斐濟海底酒店飽覽奇景

美蘇兩國在冷戰時期太空競賽達
到巔峰，在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
星兩年後，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曾計劃實施名為 「研究登
月可能性」與 「A119 計劃」的秘密
項目。這看似平常的計劃，而其內容
卻是美國準備從秘密基地發射一枚小
型核裝置導彈，並預計將其在月球上
引爆。

擔心爆炸威脅人類生存
據稱，最開始項目策劃者計劃使

用氫彈，但由於火箭無法承受其重量
發射而作罷。但在美國空軍獲得第一
批洲際彈道導彈後，NASA決定開始
實施 「炸毀月球」計劃。根據當時的
計劃，原子彈要以洲際彈道導彈射到
38 萬多公里外的月球，在碰到月球
表面時引爆。

但最終，美國國防部並沒有通過
這項計劃，其理由是擔心爆炸威脅人
類生存。當時不少科學家也對此表示
憂慮，擔心放射性物質將嚴重污染月
球。

當時還是年輕研究生的天文學家
莎岡曾參與這項計劃，負責計算核爆
後產生的落塵和氣體情況。莎岡後來
成為在電視上推廣科學普及的知名人
士，已於1996年過世。

物理學家芮菲爾 2000 年接受美
聯社訪問時表示，蘇聯發射 「斯普特
尼克1號」人造衛星後，美國認為若

讓蘇聯人從地球看見核爆閃光，可以
產生威嚇力量，同時也能提振美國的
信心。

現年 85 歲的芮菲爾曾負責指導
這項研究計劃，他後來成為NASA副
署長。2000 年芮菲爾曾提及這項秘
密計劃，而具體情況多年來美國空軍
則拒絕透露。

美急於追上蘇聯腳步
冷戰期間，美蘇爭霸是兩國在各

領域進行的全方位競爭，這種競爭在
軍事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美國先是
在原子彈研製方面取得領先，但蘇聯
在 1949 年迎頭趕上。此後，蘇聯在
航太領域一直力壓美國，讓華盛頓的
戰略決策者飽受壓力。

1957 年 10 月，蘇聯率先將世界
第一顆人造衛星 「斯普特尼克1號」
送上太空軌道，這讓美國人感到顏面
無光。隨後，他們奮起直追，但卻處
處慢半拍。經過多次試驗，美國人終
於在 1958 年 1 月將自己的首顆人造
衛星 「探險者1號」送上太空。1959
年，蘇聯人又發射了月球探測器，這
讓對手更加焦急。直到 1962 年，美
國人才交上同樣的答卷。

就這樣，在好幾年裡，美國人總
是追不上蘇聯人的腳步，這促使其政
府埋頭苦思，尋求打破這種局面的方
法。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這個在月球
上搞核爆的計劃浮出水面。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中央社26日
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兩大對立陣營形
成。雙方動用除戰爭外的一切手段，包括經濟封鎖、
顛覆破壞、軍備競賽等方式企圖削弱拖垮對方勢力。
而近日更是爆出美國曾計劃在月球引爆原子彈，以威
懾蘇聯，並提振自己的信心。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26日消息：英國牛津一家叫做 「捲心
菜與安全套」的健康意識餐館，將成
為全英第一家在用完餐後向顧客派發
宣傳安全性愛和節育觀念的餐館。

這個念頭始於泰國。該餐館除了
推廣健康飲食之外，還宣傳健康性愛
─尤其是因為泰國六家同類餐館已
取得巨大成功。之所以有這個概念，
是因為泰國非常需要增進人們的相互
理解和接受家庭節育計劃。

至於這家餐館的名字，是指人們
應當像購買日常用品例如捲心菜那樣
購買安全套。該餐館還有一句口號：
「請記住，我們的食物絕對不會讓你

懷孕。」
這家新餐館的食客，將有機會品

嘗各種傳統泰國美食，然後餐館便會
向你派發健康傳單，甚至請你購買一
些避孕主題的產品，包括大杯子、鑰
匙扣和書籍，甚至有一款用避孕套做
的吉祥物。

顧客瑪麗安娜．布羅斯大讚 「回
味無窮」的點心和 「奇妙」的蝦湯，
還有 「精心製作的簡單小食，價格非
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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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斐濟這間海底酒店即可觀賞到海底的奇妙景色
互聯網

▲克里斯托設計的
「馬斯塔巴金字塔
」示意圖
英國《每日郵報》

◀一九八三年，
克里斯托將邁阿
密一個小島用粉
色塑料包裹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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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指導這項負責指導這項
「「炸毀月球炸毀月球」」 計劃計劃
的物理學家芮菲的物理學家芮菲
爾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當時還是年輕研當時還是年輕研
究生的天文學家莎究生的天文學家莎
岡曾參與這項岡曾參與這項 「「炸炸
毀月球毀月球」」 計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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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英
國牛津的
「捲心菜
與安全套
」 餐館
英國《每
日郵報》

美曾計劃核彈炸月球美曾計劃核彈炸月球

▲斐濟海底酒店套房內景 互聯網

美藝術家將用油桶建美藝術家將用油桶建金字塔金字塔

滾石演唱會轟動
倫敦二萬粉絲捧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