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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默克爾
德國總理 58歲

3 普京
俄羅斯總統 60歲

4 比爾．蓋茨
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
金會聯席主席 57歲

5 本篤十六世
羅馬天主教會教皇 85歲 6 伯南克

美聯儲主席 58歲 7 阿卜杜拉
沙特國王 88歲 8 德拉吉

歐洲央行行長 65歲

10 卡梅倫
英國首相 46歲

1 奧巴馬
美國總統 51歲

9 習近平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59歲

福布斯一位發言人稱，榜單中共列
舉了71名最有權力人物，暗合了全球共
有約71億人口。評比的4個標準如下：
權力大過許多人、掌控金融財政資源、
是否在多個領域內擁有強大影響力，以
及是否經常性地使用這些權力。

美國總統奧巴馬各單項排名均列第
一，連續第二年登頂全球最具權勢人物
。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奧巴馬是
絕對的贏家，現在他又多了四年時間來
推進他的政治議程。

《福布斯》不忘提及，擺在這位總
統面前的都是大型挑戰，包括懸而未決
的預算危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中
東動盪又起。不過，奧巴馬無疑仍是全
球最強軍力的總司令，也是全球經濟及
文化超級大國的最高領袖。

奧巴馬去年也曾名列該榜單的榜首
。當時《福布斯》認為，由於 「基地」
組織頭目拉登被擊斃，奧巴馬在世界的
影響力有所上升。

習近平名列第9
今年第二號權勢人物是德國總理默

克爾，她從去年的第四位躍居到今年的
榜眼位置。默克爾是歐盟27國的主心骨
，手中掌握着歐元的命運。第三名是俄
羅斯總統普京，他在「和總理梅德韋傑夫
數度互換位置後」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
宮，「正式重掌他從未真正放下的大權」。

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因已成
為未來十年中國的領袖而排名第 9 位，
中國副總理李克強排名第13。其他入圍
的華人還包括：排名第31的香港富商李
嘉誠、排名第39的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
偉、排名第55的台灣富豪郭台銘、排名
第58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
排名第62位的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及排
名64的百度公司創始人李彥宏。

朱克伯格名次大跌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排名第四，為

榜上排名最高的企業家。全球 12 億天
主教徒的領袖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排在
第五位。社交網站臉譜總裁朱克伯格去
年是第九名，今年因為臉譜備受矚目的
IPO遭遇滑鐵盧而排名大幅下滑跌至第
25，但仍是最年輕的上榜者。最高
齡的上榜者是新聞集團 81 歲的總
裁梅鐸，排在第26名。

此外，年僅 29 歲的朝鮮最高
領導人金正恩，去年從亡父金正
日手中接過大權，他在今年
的榜單中排在第 44 位
。被排除在今年榜單
之外的名人有美國
國務卿希拉里、美
國財政部長蓋特納
等。《福布斯》給
出的理由是，希拉里、
蓋特納等人預料明年將會相
繼卸任，因而不再繼續排名。

《福布斯》對今年排名的一些
具體名次似乎仍在權衡，並舉出例
子，如排名第50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
排名第61的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之間
，誰的影響力更大等。《福布斯》還向
民眾徵求對今年榜單的意見。

福布斯權力榜福布斯權力榜

【本報訊】綜合《福布斯》網站及法新社6日報道：《福布斯
》雜誌5日公布了2012年度全球最有權力人物榜，美國總統奧巴
馬連續第二年名列榜首，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排在第九位。
另外，有兩名港人上榜，分別是排名第31位的富商李嘉誠及排名
第58位的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陳馮富珍更是首次上榜。

上榜華人表
名次

9

13

31

39

55

58

62

64

姓名

習近平

李克強

李嘉誠

樓繼偉

郭台銘

陳馮富珍

江澤民

李彥宏

頭銜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中國副總理

香港富商

中投公司董事長

台灣富豪

世衛組織總幹事

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

百度公司創始人

榜中部分新面孔

中國副總理
13 李克強

法國總統
14 奧朗德

意大利總理
29 蒙 蒂

朝鮮最高領導人
44 金正恩

世界銀行行長
45 金 墉

微軟公司總裁
46 史蒂夫．鮑爾默

富士康董事長
55 郭台銘

世衛組織總幹事
58 陳馮富珍

【本報訊】據法新社倫敦6日消息：英
國劍橋公爵夫人凱特在因妊娠劇吐症入院4
天後，表示 「感覺好了很多」。她周四在丈
夫威廉王子的陪伴下，一起離開倫敦市中心
的愛德華七世醫院。凱特穿着深色外套，戴
着一條藍圍巾，還捧了一束黃玫瑰，全程保
持微笑。

當被守候在門口的大批記者問到現在的
身體狀況時，凱特一邊點頭致意一邊輕身回
應 「好多了」。隨後，威廉夫婦在保安的陪
同下驅車離去。

聖詹姆斯宮發出的一份聲明中稱，凱特
將在肯辛頓宮的公寓中 「休養一段時間」。
「劍橋公爵夫人向醫護人員致上最誠摯的謝

意，感謝住院期間對她的悉心照料。」

另外，澳洲 2DayFM 電台兩名主播 4 日
冒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王儲查爾斯王
子，致電愛德華七世醫院，儘管他們模仿英
式口音的表現極為拙劣，但電話仍然被轉接
到了凱特的私人護士那裡，並成功騙取了凱
特的具體就醫情況。醫院周三對此致歉，愛
德華七世醫院一直是英王室的首選醫院。
2DayFM電台也發表了道歉聲明。

醫院院長稱，他們正在考慮採取法律行
動。 「根據專家意見，澳洲這家電台的做法
或許已經觸犯了法律。但鑒於他們已經致歉
，我們會對整件事情進行仔細考量，才會採
取下一步行動。」他同時表示，醫院對那名
護士泄露了凱特的私隱而 「深表遺憾」。

凱特住院期間，威廉每天都去探望她，

在病房裡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凱特的妹妹
皮帕和弟弟詹姆士周三也去到醫院看望了凱
特。

凱特出院 澳惡作劇電台致歉

澳總理惡搞 加盟末日論戰
【本報訊】據法新社6日消息：澳洲總

理吉拉德6日也加入末日論戰。她在錄製的
一段搞笑影片中引用了馬雅曆法的 12 月 21
日末日說，還說到韓國流行音樂和食人殭
屍。

吉拉德為青少年電台Triple J錄製一段
1分鐘的致詞影片，她說儘管 「頂尖和絕頂
聰明」的政府科學家尚未找到證據，但世界
就要毀滅。

她還搞笑地說： 「我親愛、倖存的澳洲
同胞，世界末日就要來了。」

「無論最後是食人殭屍、地獄怪獸還是

來自韓國的流行樂要毀滅我們，你們可以相
信我，我永遠會為你們奮戰到底。」

吉拉德說，世界末日也有它的好處，
「至少我不用再上 Q&A 了」，她指的是一

個時事談話節目。她還強調，末日降臨不是
因為 2000 年鬧得沸沸揚揚的 Y2K 千禧蟲病
毒，也與澳洲的企業污染稅無關。她說：
「祝你們好運。」

吉拉德為Triple J訂於7日播出的 「世
界末日」特別節目錄製這段影片。

澳洲科學作家庫載尼基先前警告，12
月7日就是世界末日。

▲澳洲總理吉拉德在 「末日演說」 影片中
表情嚴肅 互聯網

▲凱特周四在丈夫威廉的陪伴下，一起離
開倫敦市中心的愛德華七世醫院 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紐約
5日消息：美國爵士鋼琴大師
戴 夫 ─ 布 魯 貝 克 （Dave
Brubeck）當地時間周三上午
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91歲
，他的經紀人兼製作人拉塞爾
．戈洛伊德當天宣布了這一消
息。一天之後，布魯貝克就將
年滿92歲。

布 魯 貝 克 四 重 奏 的
《Take Five》是美國爵士歷
史上最暢銷的單曲之一，據統
計，這首由薩克斯手保羅．戴
斯蒙德創作的單曲是美國爵士
史上第一首銷量超過100萬的
爵士單曲。與大多數常規歌曲
不同的是，《Take Five》是5/4
拍的，而不是常見的4/4拍。

布魯貝克1920年 12月 6
日生於美國加州，父親皮特是
一位牧場主，母親伊麗莎白在
英國專業學習過鋼琴，家裡一
共有五架鋼琴。布魯貝克從五
歲開始學習鋼琴，他本人的音
樂生涯幾乎涵蓋了整個美國爵
士樂歷史。

1951 年，布魯貝克組建
了布魯貝克四重奏，1954年
11月8日，他本人成為了首位
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當代

爵士音樂人。1959年，布魯
貝 克 四 重 奏 推 出 的 專 輯
《Time Out》成為美國爵士
樂歷史上第一張銷量超過百萬
的專輯，並且至今仍是最暢銷
的爵士唱片之一。1967年，
在成立近17年之後，布魯貝
克解散了他的四重奏樂隊。此
後，布魯貝克將大部分時間用
來創作篇幅更長的管弦樂團和
合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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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爵士鋼琴大師戴夫─布
魯貝克當地時間周三上午因心
臟衰竭去世，享年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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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再▲美國總統奧巴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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