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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未來影片 駁斥瑪雅預言

NASA：12/21非末日

【本報訊】據法新社13日報道：有着白色房
屋和橄欖樹樹林的奇斯泰尼諾和其他意大利南部
小鎮沒有什麼不同，唯一一個巨大的區別可能就
是當世界末日來臨之時，這是唯一一個可以被赦
免的地方。

在這個千人小鎮中，有部分居民相信他們能
夠從瑪雅人的末日預言中倖存下來。即使下周世
界末日沒有到來，該鎮也為末日預言帶來的無數
好奇旅遊者而感到高興。

一位名為巴巴吉的印度古魯於上世紀70年代
在意大利的普利亞區建立這個社區。現在他的下
落已經無人知曉，有人說他可能已經轉世。據稱
，巴巴吉曾經告訴他的信徒，當世界末日來臨的
時候，奇斯泰尼諾會 「變成一個小島」 ，勸服大
家搬到那裡去居住。

信徒們在12月19日至26日之間準備了一系
列的 「信息日、分享、慶祝、培訓和冥想」 ，目
的就是： 「完成這個偉大的周期，開啟新時代」
。在 12月 21 日，社區居民還將聚集以做一個
「特殊的冥想，為了地球好」 。

對於奇斯泰尼諾受到的關注，鎮長巴卡羅感
到很高興。他說： 「我很高興現在全世界都在談
論我們。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傳統的聖誕市集，
但我們肯定會在12月21日再組織些什麼。」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每日郵報》14
日報道：澳洲警方證實，因惡作劇電話導致英國
凱特王妃入住的醫院女護士自殺身亡的兩名澳洲
電台 DJ，收到恐嚇信，寄信人威脅要槍殺他們
。兩人任職的2Day FM電台已聘保鏢保護旗下
10 名高層人員，並安排十多名職員入住安全屋
，以防萬一。

一封針對主持人克利斯蒂安的信被發現，信
上警告他 「有刻着他名字的子彈」，澳洲警方已
經就這個死亡威脅展開調查。這信被悉尼《每日
電訊報》獲得，該報稱還有更多的死亡威脅，其
中包括槍支，但不適合刊登。

澳洲廣播公司說，2Day 電台母公司南方十
字公司的職員這一周都接到許多死亡威脅。《每
日電訊報》稱約有 12 名電台職工被送往酒店，
10 名高層人員配備了保鏢，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南方十字公司只表示 「職員的安全是我們的優
先考慮」。一名發言人稱： 「我們採取了合理的
措施來保護我們職工的安全。」

護士遺書中批評醫院
女護士薩爾達尼亞上周五被發現上吊自殺於

國王愛德華七世醫院附近的護士宿舍中。她死的
時候腕部受傷，還留下了三封遺書。其中在一份
遺書中，她批評醫院高層員工在惡作劇電話發生
後對她的處理。

據悉，薩爾達尼亞的家人在閱讀遺書後感到
憤怒，她的丈夫更要求對醫院進行調查。他亦要
求對薩爾達尼亞生前最後幾天發生的事做獨立調
查。

【本報訊】據路透社 14 日報道：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周四視察英倫銀行的秘密地下室
，該處藏有總值 1970 億英鎊（約合港幣 2.46
億元）的金磚。在視察中，女王還罕見地對英
國金融監管政策提出批評，指有關部門監管不
力，導致發生金融危機。

86歲的英女王在4年前爆發金融風暴時曾
詢問學者： 「為何沒有人預測到會有危機？」

在女王周四視察英倫銀行期間，銀行高層
企圖向她解畫，給予技術性的解釋，致使女王
進一步提問。她說： 「我知道在貨幣方面，很

難作出預測，但人們的監管是否太寬鬆了一點
？」一名官員指出，真正的問題可能出於 「自
滿」，她對此表示同意。

女王亦指出，造成金融危機的原因，或和
銀行監管部門缺乏權力有關。在視察金庫時，女
王不時指着鐵架上的金磚，向工作人員提問。

據悉，這不是女王的第一次到此視察。在
這個神秘的保險室外、古老的簽名簿上可以看
到，她1937年的11月29日到過此處，那時的
她還是 11 歲的伊麗莎白公主。紀錄顯示，這
是女王第八次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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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
英國廣播公司 14
日報道：英國法庭
獲悉，前蘇聯克格
勃特工利特維年科
2006 年 11 月死於
放射性毒物時正在
為英國軍情六處工
作，死前的那段時
間他正同一些西班
牙特工調查俄羅斯
黑手黨問題。利特
維年科的薪酬由英
國和西班牙情報機構存入他與其妻子的聯名帳戶。

英國將於 2013 年 5 月開始對利特維年科案件展開
調查，法庭對此案進行了調查前的聆訊。利特維年科遺
孀瑪麗娜的律師在法庭上指責軍情六處 「在利特維
年科生命面臨即將到來的真正危險時」未能盡到保護
的責任。

利特維年科2006年11月在同前克格勃特工盧戈沃
依和考夫頓會面後食用了放射性元素鈈210後不治身亡
。英國政府的文件顯示，俄羅斯是利特維年科之死事件
的幕後黑手。但俄羅斯否認同利特維年科案件有任何關
聯，並拒絕引渡主要嫌疑人盧戈沃依來英國作證。

在利特維年科事件發生後，英俄關係呈現惡化勢頭
。雙方先後互相驅逐對方外交人員，並中止了兩國安全
部門之間的合作。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 14 日報道
：美國政府宣布將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從
「2012 年惡名市場名單」中刪除。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說，在過去一年內，淘寶網作
出了顯著的努力，與版權所有者和行業協會
合作清理侵權產品，因此將淘寶網從惡意名
單中刪除。

淘寶網是中國最大的 C2C 的電子商務

網站，擁有5億註冊用戶。美國此前指責淘
寶網在網上販賣侵權和盜版商品。美國商務
部曾稱淘寶網是 「網上單一最大的假冒產品
源頭之一」。

中國商務部此前強烈反對美國將淘寶網
列入 2011 年惡名市場名單。中國商務部發
言人批評說，美方公布的惡名市場名單，既
沒有確鑿的證據，也沒有詳盡的分析，是非
常不負責任和不客觀的。

阿里巴巴公司早些時候聘請了美國貿易
代表辦公室前法律顧問門德哈爾助其游說，
力圖將淘寶網從 「惡名市場」名單中刪除。

曾批評淘寶網侵權產品多的美國電影協
會，稱讚淘寶網在減少網上侵權產品方面作
出了很大努力。但美國軟件、成衣和鞋類製
造商敦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仍將淘寶網列
入 「惡名市場」名單。

今年從惡名市場名單中移除的還有中國
搜索引擎 「搜狗」。但迅雷網則因為盜版視
頻的原因被列入 2012 年 「惡名市場」名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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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14日報道：
美國最新民調13日指出，近4成的美
國人認為，超級風暴 「桑迪」 等近期
發生的重大天災，是世界末日即將來
臨的證據，如同聖經預言。不過超過6
成民眾認為是氣候變遷引起。

公共宗教研究所與宗教新聞社共
同進行民調，發現政治與宗教差異，
影響民眾如何看待惡劣氣候。多數天
主教徒（60%）與白人非福音派基督
徒（65%）認為，颶風和洪水等災難
是氣候變遷所致。不過近2/3（65%）
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認為，這些風暴
是聖經 「末世」 預言的證據。

整體而言，36%受訪者認為惡劣
氣候與世界末日有關，63%則相信是
氣候變遷影響。約15%的受訪者認為
，他們會親眼看到世界末日。

民調也發現，不同的政治理念也
影響民眾如何看待氣候。超過3/4的民
主黨以及6成獨立派人士認為，近幾年
氣候越來越極端。不過表示注意到氣
候變遷的共和黨人士，不到一半。共
有1018名成人接受民調，誤差值為正
負3.2個百分點。

視察英倫銀行秘密金庫

英女王批金融監管不力

隨着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即將臨近，各種理論
亦紛紛出籠，預測地球將如何滅亡。有人說，古
代蘇美爾人發現的 「無賴」行星尼比魯（Nibiru
）將於12月21日撞地球，摧毀人類。但是科學
家說，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行星。

另一種理論認為，地球的磁場將會逆轉，產
生嚴重後果，例如強大的颶風和通訊系統癱瘓。
有些人則相信，地球正不知不覺地朝着銀河系中
心的黑洞奔去，那個黑洞會把全人類吞沒。

但NASA的影片一一否認了這些觀點。該影
片開始就說： 「如果你在看這個影片，那麼這說
明了一件事：世界並沒有在昨天終結。」影片宣
稱，所有世界末日理論都是建立在巨大的誤解上
的。35 年前就開始研究 「2012 年」現象的古天
文學中心主任約翰．卡爾遜說，馬雅日曆事實上
並不是終結於2012年12月21日。他說： 「從來
沒有馬雅先知預測世界末日。」

長紀將於下周五結束
古代馬雅人相信，5125 年為一個長周期，

稱為長紀。我們這個長紀將在2012年12月21日
結束。卡爾遜解釋說，馬雅日曆類似汽車中的里
程計，當達到一個指定的點之後，會自行 「轉過
來」，再從零開始。他說： 「這種重複，是
2012年現象的關鍵。」

他說： 「根據馬雅神話，世界是在 5125 年
前創造的，創世之日應是公元前 3114 年 8 月 11
日。每394年為一個周期。從創造那日算起，已
過了 13 個周期了，現在將達到長紀的終點。但
是，沒有任何與那個終點相脗合的末日預言。」

太空總署近地天體計劃主任唐．約曼斯支持
卡爾遜的觀點，認為現時沒有已知的小行星或彗
星會撞地球，也沒有某顆無賴行星會來摧毀我們
。事實上，如果下周有某顆行星或彗星來摧毀我
們，它就應當可以被觀察到了，應當是天空中的
一個亮點了。

另一名太空總署專家、 「與星共存」計劃主
任利卡．古哈薩庫爾塔則否認太陽會帶來威脅。
他說： 「現時太陽正處於十一年活動周期的高峰
，但這只是過去五十年間最弱的周期。」

雖然NASA公布了這個充滿信心的影片，但
是近期一些災難，包括日本地震，以及人們對流
行病和經濟的擔憂，依然在全球形成一種恐懼氣
氛，有些人認為這正是末日將臨的先兆。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13日報道：美國太空總署（NASA）堅
信12月21日不會是世界末日，它提前
10天發布了一個原本準備於22日播出
的影片，題為《為什麼世界沒有在昨天
終結》。

努力清理侵權產品

淘寶獲美除惡名

▲英女王周四視察英倫銀行儲存金磚的秘密地下室 法新社

▲印度班加羅爾的護士學校學生13日點燃蠟燭悼念薩爾
達尼亞 路透社▲美國政府將淘寶網從 「2012年惡名市

場名單」 中刪除 互聯網

▲前蘇聯克格勃特工利特維年科
2006年11月死於放射性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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