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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的社交網站
百大思想者多活躍於社交網站推特，以下是部分著名推特：
1. 突尼斯總統馬爾祖基（他令阿拉伯反政府浪潮的想法保持活躍）

@Moncef_Marzouki
2. 谷歌工程師特龍（他加快推動機械人汽車革命）@SebastianThrun
3. 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茨（他敢於想像一切變得更美好）@BillGates
4. 蓋茨妻子梅琳達．蓋茨（她強調女性有權選擇）@melindagates
5. 美國總統奧巴馬（他重畫美國在全球的足印）@BarackObama
6. 美國前副總統候選人瑞安（他提出把新增債務減半）@PaulRyanVP
7. 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他迫使世界應對伊朗的核計劃）@netanyahu
8. 俄羅斯 「暴動小貓」 樂隊成員阿列希娜、薩穆采維奇、托羅克尼科娃

（她們打破自己的玻璃籠牢，宣示對自由的追求）@pussy_riot
9. 敘利亞經濟學家達利（她力排眾議，強調敘利亞的 「革命」 要和平進行）

@rimadali
1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她獨排眾議，特別肯定中東）@Lagarde

（《外交政策》雜誌）

2012百大思想者
昂山吳登盛吳登盛居首

全球教育評比 港列第三
【本報訊】據中央社 26 日報道：

根據最新出爐的 「學習曲線」報告，在
全球列入評比的 50 個國家或地區中，
芬蘭教育體系榮登最具效率龍頭寶座，
其次是韓國。香港排到第三位。

根據這份報告，4 到 6
名依序為日本、新加坡和英
國；美國排名第17位。

經濟學人資訊社（EIU
）執行的這項全球調查，除
了運用識字率、就學率和大
學畢業率之外，也採用國際
組織現有數據。

這份報告顯示，推動有
助於教育的文化，比教育經
費多寡更為重要，而為確保
優質教學成果，高品質的教
學是最關鍵因素。

報告中，哈佛大學教育
研究所學者史瓦茲批評部分
國家教育體系過於偏重培養

大專畢業生。他說：「教育體系把重心全
放在讓學生進入4年制學院和大學，是
個大問題。年輕美國人當中，僅有30%
在 25 歲左右取得 4 年大學學歷，其中
有很多人最後做的工作不需要學位。」

《外交政策》雜誌12月號公布今年全球百大
思想者（100 Top Global Thinkers）名單，被緬
甸軍政府軟禁達20多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
素姬，和近期同意緬甸對外開放，走向民主的總
統吳登盛共列榜首。

馬拉拉位列第六
該雜誌評論說，昂山素姬和吳登盛兩人一個

是一度被囚的異見分子，一個是資深將領，但攜
手令緬甸走向開放。這也給 「個人和他們的思想
真的可以改變世界」這個概念作出了實證。

突尼斯新任總統馬爾祖基在阿拉伯革命浪潮
後，成功帶領國家轉型，在埃及、利比亞和敘利
亞局勢仍然動盪之際，馬爾祖基領導突尼斯成功
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名列百大思想者第二位。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前總統克林頓夫婦一人
在朝一人在野，分別推動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美
國外交政策與全球和平，改善生活環境的非政府
機構活動。克林頓夫婦引領全球風潮，被評選為
第三位。

15 歲的馬拉拉是巴基斯坦一名婦女兒童權益
維護者，她因上月在博客撰文為女童爭取教育權
激怒塔利班而遭槍擊，現在英國接受治療。《外
交政策》雜誌因馬拉拉所倡導的理念以及堅持不
懈挑戰塔利班的精神，將其列為全球百大思想者
的第六位。

百大思想者名單中也有不少華人獲選，在硅
谷創辦免費網上大學課程 Coursera 的史丹福大學

教授安德魯．吳，和前任微軟全球副總裁及谷歌
（Google）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分別名列37和83。

多名華人上榜
另外，在中國透過網絡傳播和演說等各種方

式，關懷農民並掀起社會改革風潮的于建嶸，名
列54；環保人士馬軍名列69；中國重要政治學者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緝思名列73。

此外，榜上有名者還包括數碼時代空想家如

特龍（他所發明的機械人汽車令他成為新時代的
福特），罕見的政界領袖如馬拉維總統班達（她
正想像建設一個遠離貪污毒害的新非洲）。

然而，本年度的名單中尚有很多人不一定能
夠改造世界，但正發動着比以往更複雜的思想戰
，例如早前代表美國共和黨參選副總統的瑞安和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明的刺激經濟想法。

1970 年創辦的外交政策雜誌為雙月刊，目前
由美國《華盛頓郵報》擁有，總部設在華盛頓。

【本報訊】綜合美國《外交政策》
雜誌及中央社26日報道：美國《外交政
策》雜誌27日公布2012年全球百大思
想者名單，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和
總統吳登盛共列榜首，美國前總統克林
頓夫婦則並列第三。

【本報訊】綜合《時代》雜誌及韓聯
社 27 日報道：《時代》雜誌公布今年年
度風雲人物候選人名單，中國共產黨新任
總書記習近平上榜。此外，以騎馬舞爆紅
的韓國饒舌歌手 Psy、美國總統奧巴馬及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等人並列名單中。

《時代》這樣描述習近平：
習近平的領導風格更靈活，他必
須維持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平衡，
這些境況使他真正的政治意圖很
難解讀。毋庸置疑的是，他和前
任一樣，都力圖建造一個由中共
領導的強大中國。

《時代》表示，今年對世界
影響最大的風雲人物，將於 12
月 14 日選出。網絡票選活動將
先於 12 月 12 日午夜截止。最後
結果將刊登在 12 月 21 日出刊的
雜誌上。

今年上榜的近 40 位候選人
中，政治人物佔了大半。以《江
南 Style》走紅的 Psy 異軍突起，
挾網絡點閱率超過八億人次的聲

勢躋身榜上。根據最新網絡投票結果，
Psy的得票排名第五位。

此外，網絡投票暫時排名第一的是埃
及總統穆爾西；第二名是金正恩；第三名
是巴基斯坦 15 歲維權少女馬拉拉；第四
名是奧巴馬。

習近平獲提名時代風雲人物

【本報訊】據新華社華盛頓 26 日消
息：美國研究人員 26 日報告說，他們在
南極洲冰封的維達湖下極端環境中發現了
一個富有多樣性的活躍細菌群落，這一
發現對地球上極端環境下的生命極限提
供了新觀點。

研究人員利用清潔程序和設備鑽出
了來自維達湖的冰芯，收集了湖冰中的
鹽水並評估了其蘊含生命的潛力。此前
研究表明，維達湖冰芯中的鹽水已與表
面環境至少隔離了 2800 年。儘管這個生
態系統既鹹、冷、暗且被隔離，研究人員
卻在其中發現了代謝活躍的細菌組合。

研究人員表示，維達湖中的鹽水無
氧、呈微酸性，且含有含量非常高的有
機碳、氫分子以及氧化和還原的化合物
，由於與外部能量來源已隔絕了 2000 多
年，這種鹽水中存在活躍菌群是一個不

同尋常的發現。
相關研究報告當天發表在美國新一期

《國家科學院學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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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 27 日報道：
成功為病人進行全球第一宗腎臟移植手
術、20 多年前獲頒發諾貝爾獎的美國
名醫默里，周一在波士頓一間醫院內與
世長辭，享年 93 歲。學術界和醫學界
都高度稱許他為人類所作出的貢獻。

有關方面沒有公布默里的死因，家
人正為他安排喪禮。據悉，在上周感恩
節當天，他在波士頓市郊的寓所內中風
，被送進市內一間醫院搶救數天後仍無
效，醫生周一證實他離世。

默里進行的工作和研究，對人類帶
來深遠影響。1954 年 12 月，他開創先
河，在一片爭議聲中替 23 歲的孿生兄
弟理查德和羅納德進行了全球第一宗腎
臟移植手術。理查德當時已經處於腎衰
竭末期，生命垂危，默里將羅納德的一
個腎臟移植給他。

歷時五個半小時的手術十分成功，
兩兄弟在手術後身體都恢復良好。理
查德多生活了八年，並在這期間結婚
生子。

1962 年，默里還成功為一名 23 歲
的病人，移植了一名死者的腎臟，亦成
為全球首例。

自此之後，全球各地進行了大量不
同器官的移植手術，挽救無數病人的性
命。1990 年，默里與研究骨髓移植的
美國物理學教授托馬斯分享諾貝爾物理
或醫學獎。

西柚混合藥物危害健康
【本報訊】據新華社多倫多 26 日

報道：加拿大研究人員 26 日指出，越
來越多的藥物被發現與西柚汁同服會引
發不良反應，甚至可能導致猝死等嚴重
副作用。研究人員建議人們服用這類藥
物時應避免飲用西柚汁，勿進食西柚等
柑橘類水果。

以往的研究顯示，西柚中富含的呋
喃香豆素可抑制人體內分解藥物的酶活
性，從而導致進入血液的藥量倍增。藥
物學家指出，同服一杯西柚汁和
某些藥物的一片劑量，有時相當
於服用 20 片這種藥和一杯水。
無意中加大了服藥劑量，結果本
來是治病的藥可能變成「毒藥」。

加拿大研究人員說，近幾年
來，可與西柚汁發生反應的藥物
越來越多，目前已發現 85 種。
其中多數是常用藥，例如降膽固
醇藥、抗生素和用於治療高血壓
的鈣通道阻滯藥。此外，還涉及
一些抗癌藥和器官移植患者服用

的免疫抑制劑。
在已知的 85 種可與西柚汁發生反

應的藥物中，有 43 種會導致嚴重的藥
物副作用，包括猝死、急性腎衰竭、呼
吸衰竭、腸胃出血等。

研究人員指出，即便在服藥前幾個
小時吃西柚或喝西柚汁，也可能發生藥
物反應。可與藥物發生類似反應的還包
括所有柑橘類水果及其果汁，例如柑橘
、橙子、柚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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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冰湖下發現活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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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全球教育效率調查中名列第三名。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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