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英國《獨立報》1月2日消息：

2013年似乎是電玩業里程碑的一年，大趨勢是

PS3和Xbox 360為主機的電玩遊戲還將繼續稱

霸。以下就列出玩家最為期待的、在2013年確定

推出的10大電玩遊戲。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日 星期四A18世界新潮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田惠君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月2日消
息：戒煙是不少人的新年願望，根據最新研究
結果顯示，吸煙並不能消除壓力，反而是戒煙
可以減壓。

英國精神醫學期刊報道，牛津大學和倫敦
國王學院對491名吸煙者的戒煙過程監控發現，
成功戒煙者的精神壓力減輕，而那些未能戒煙
的人壓力增加。研究者未能發現壓力增加的機
制，但可能是因戒煙失敗引發更多焦慮。研究
者稱： 「抽煙可以減壓的觀念很普遍，但這肯
定是錯的。事實恰恰相反，吸煙可能會導致焦
慮，吸煙者需要知道這點。」

研究者認為，之所以有這種誤解，是因為
尼古丁的脫癮作用之一是焦躁。需要補充尼古
丁的吸煙者，整天都會一再感到這種焦躁，而
當他們吸了一根煙，焦躁的情緒似乎會緩和不
少。不過，雖然抽煙可以使與缺乏尼古丁有關
的壓力減少，但是它完全不能減緩日常生活中
的壓力。

研究者對戒煙不成功者壓力水平增加的原
因尚未有定論，但可能是因為戒煙失敗（以及
想到吸煙對自己健康的損害）使他們更加憂慮
。在一些抑鬱症患者和其他有心理問題的人士

當 中 ， 這 種 壓
力 水 平 的 增 加
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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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月2日消
息：占士邦電影迄今已有50年，共推出了23部
電影。天空電影台調查了超過2500人，請他們
提名最喜愛的占士邦電影場面，作為該台 「
占士邦最偉大時刻」節目的一部分。 「金手
指」的著名對白 「不，邦先生，我期待你死
」獲得10.3%的票數，被評為007電影中的最佳
時刻。

第二名是《鐵金剛勇破海底城》開頭令
人凝神屏息的時刻，羅渣摩
亞從奧地利一座山的邊緣滑
雪躍下，打開英國國旗降落
傘（7.6%）。1962年的《鐵金
剛勇破神秘島》中辛康納利
的聲明 「邦……占士邦」則
以5.7%的支持率成為第三名。

丹尼爾．基格在《新鐵
金剛勇破皇家賭場》中越過
一個建築工地的追逐場面，
被評為第四名（5.3%）；《鐵
金剛大戰金槍客》中羅渣摩
亞扮演的占士邦開車越過曼
谷河的場面，則獲第五名（
4.5%）。

《新鐵金剛之金眼睛》
中皮雅斯布士南在聖彼得堡
的坦克追逐戰被評為第六名
（3.3%），擊敗羅渣摩亞在《
鐵金剛勇戰黑魔黨》中把鱷
魚當作 「踏腳石」來逃跑的
場面，後者獲得第七名（2.8%

）。
基格在《新鐵金剛之量子殺機》中開

阿斯頓．馬丁牌DBS汽車穿越加達河岸的場面
，獲第八名（2.2%）。第九名是戴斯蒙李維林
在《新鐵金剛之黑日危機》中扮演Q先生的最
後場面（2%）。

第十名是在《鐵金剛勇破雪山堡》中占
士邦剛娶了新娘之後，慶祝活動因新娘遭槍
殺被中斷，占士邦痛苦不已的場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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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中央社倫敦1
月2日消息：2012新年，英國男子羅伯茲在妻子流產後
許下心願，期許每天要完成一項新挑戰，來為 「子宮外
孕信託基金」募款，如今他完成挑戰，妻子也再度懷孕
了。

羅伯茲在去年跨年時親吻妻子席安，發覺那是他在
2012年給老婆的第一個吻。他說： 「我們在倫敦市中心
醉醺醺地迎接新年，我抱住我美麗的太太，給她一個大

大的吻！同時間，我發現，我從來沒有用親吻
老婆的方式迎接新年。我帶醉意，興奮地告
訴我的好友們，2012年整年我都會勇敢地堅持
下去，每天都要嘗試新事物！」

席安曾因子宮外孕險些丟了性命，羅伯茲於是決定
他2012年的新年願望，就是替協助他們走過傷痛的基金
會募款。

31歲的羅伯茲開始用博客記錄每天完成的新挑戰，
並請求讀者為他完成的每項挑戰捐出1便士給基金會。
過去一年，羅伯茲什麼挑戰都做過，從指揮樂隊到吃油
炸巧克力棒，簡直無所不包，至今他已募得2000英鎊（

約港幣2.5萬元
）。

2013年新
年伊始，羅伯
茲公開了寶寶
的超音波照片
，感動地宣布
自己就要當爸
爸了。

主機：PS3
推出日期：2013年5月7日
發表公司：索尼

一場喪屍危機見證一種
空中傳播的真菌能把99%的
人類變成切肉怪獸。生還者
隨後分黨分派，但他們並未

能為他們的人類同胞謀最大的福祉。這個遊戲內容是追蹤中
年男子Joel和少女Ellie在美國東岸廢墟中尋路的求生經過。

《最後倖存者》

主機：PS3、Xbox 360
推出日期：2013年1月25日
發表公司：南夢宮萬代

日本動畫製作公司
Studio Ghibli與Level-5公
司合作，生產 「互動卡通」
。 《 二 之 國 》 把 Studio

Ghibli動畫其中一個美人角色，和RPG（角色扮演遊戲）的一
個魔幻童話結合起來，到時我們的年輕主人公奧利弗就會在
兩個互相連接的世界之間尋母。這個電玩在日本已推出一年
多，花了好一段時間才能進軍西方，希望所謂的 「本地化版
本」 能夠令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二之國：白色聖灰的女王》

主機：PS3、Xbox 360、
Wii U、個人電腦

推出日期：2013年2月12日
發表公司：世嘉

這個獲得官方許可的占
士金馬倫導演作品《異形續
集》射擊版號稱無比緊張刺

激。而這個電玩的Wii U版更承諾，會重新呈現該套電影著
名的 「咇咇」 聲，足以令各位玩家毛骨悚然。

《異形：殖民軍》

主機：PS3、 Xbox 360
推出日期：2013年2月22日
發表公司：科樂美

白金工作室和小島製作
室聯合推出以間諜為主題的
「合金裝備」 系列全動作遊
戲。《復仇》似乎不只要證

明這個系列尚有很多驚喜，而且希望能夠復興雷電（Raiden
）低迷的事業：這個備受批評的角色將以一位揮劍的半機械
人忍者的姿態回歸。

《合金裝備崛起：復仇》

主機：PS3、Xbox 360、個
人電腦

推出日期：2013年2月26日
發表公司：2K Games

《無限》將再次證明這
個電玩不僅僅只是 「生化奇
兵」 原始版本的續篇。《無
限》以漂浮城市哥倫比亞為

背景，玩家要提防那令人頭暈轉向的高度將會逆
轉你的方向感。

《生化奇兵：無限》

主機：Wii U
推出日期：2013年第2
季度
發表公司：任天堂

任天堂傑出的車
陣模擬器仍是電玩中
最有魅力的系列之一
，而 「皮克敏」 本身
也屬任天堂最原始角

色之列。今次，新品種的 「皮克敏」 還有本地多玩家
選項，足以令它還未推出，就受到玩家的青睞。

《皮克敏3》

主機：3DS
推出日期：2013年3月
發表公司：任天堂

「路易的鬼屋」
是Game Cube主機
其中一個最歷久不衰
的熱門系列。這個電
玩見證馬里奧弟弟踮

起腳尖，走遍一間鬼屋來尋找他被綁架的哥哥。玩家將在不
可思議的3D效果中感受陰森的驚悚氣氛。

《路易的鬼屋：暗月》

主機：PS3
推出日期：有待宣布
發表公司：索尼

遊戲的故事圍繞
由女星愛倫佩芝飾
演的女主人公霍姆斯
的個性形成而展開，
敘事色彩濃厚，號稱

有令人窒息的死亡糾結。

《超越：兩個靈魂》

主機：PS Vita
推出日期：有待宣布
發表公司：索尼

PS Vita終於有一
種令人興奮的電玩了。
來自電玩《小小大星球
》 的 開 發 商 Media
Molecule的《Tearaway
》，以一個用摺紙構成
的世界為背景，而這個

世界大量採用PS Vita的輕觸式屏幕，到時你就可以
看到自己的手指在電玩中的紙世界中任意舞動。

《Tearaway》

主機：PS3、Xbox
360
推出日期：2013年
第2季度
發表公司：Rockstar

3個主人公、洛
桑托斯的大沙盒，還
有這個系列的招牌黑
色幽默，都是該遊戲

在今春熱賣的必備元素。

《俠盜獵車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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