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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7日消息：德國一支名
為 「Compressorhead」的機械人搖滾樂隊，將重金屬音樂帶
到一個全新的層次。

一段這支樂隊演出的錄像現已在網上爆紅，發布短短兩
天點擊率已經超過100萬次。在這段錄像中，這些充滿音樂
細胞的機械人情緒飽滿，全情投入在演奏音樂之中。

「留」龐克髮型的鼓手 「棍子」，有4支厲害的 「
手臂」，打起鼓來準確度驚人。數十條彩色電線，連接了結
他手 「手指」的 「肩膊」和有72個指位的結他指板。低
音結他手 「骨頭」一邊彈奏，一面輕輕搖頭。它是這3
位樂手中肢體動作最輕柔的一位。

這支樂隊將在年度音樂節 「Big Day Out」上演出
。該音樂節將在悉尼、黃金海岸、阿德萊德、墨爾本
和珀斯等5個澳洲城市舉行。

「Big Day Out」音樂節自從1992年創辦以來
，就吸引了大批群眾觀賞，每個舉辦地點都要搭

建8個舞台。 「Compressorhead」樂隊今年將在
其中兩個主要舞台演出。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7日消息：去年8月贏得
英國史上第2大彩票頭獎獎金的英國男子貝福德，因為無法
忍受好吃懶做的人們伸手向他要錢，無奈結束自家經營的二
手樂器及唱片店。

41歲的貝福德和妻子吉列安去年8月贏得大獎之後僅兩
天，就返回工作崗位了。面對1.48億英鎊（18.5億港元）的
巨獎，貝福德夫婦仍然過平常人的生活。但唱片店在去年
12月尾關門大吉。鄰居說他在聖誕之前舉行了一次結業大減
價，顧客只要付10英鎊，就可以買20隻的二手鐳射唱片或影
音光碟。

至於結業原因，附近一家商店的東主說： 「人們走進店
內，向貝福德要錢，這令他很傷心。」不過，根據店內櫥窗
上的一張告示，貝福德希望能開始從事售賣和修理樂器的新
生意。

貝福德夫婦中獎後，花了600萬英鎊購入東英格利亞一
座大宅和莊園，和兩個孩子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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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殖民徵火星殖民徵開荒牛開荒牛
邀邀88萬人永久定居萬人永久定居 旅費旅費388388萬萬

【本報訊】據德國《圖片報》6日消息：在清一
色的男政要西裝隊伍中，女性政治人物多姿多彩的
穿衣風格常常可以幫助她們脫穎而出。德國媒體近
日盤點出全球11位穿衣最具風格的女政要。

排名第一的是泰國總理英祿。這位穿衣選擇經
常上頭條新聞的女總理，喜歡展示五顏六色的泰國
絲綢服裝。去年11月，當她穿暗紅色的鑲金絲綢
套裝在曼谷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一時間吸引了
全球媒體的目光。

與英祿相比，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穿衣哲學則是
以不變應萬變。剪裁合身、雙側口袋、單排紐扣的
西裝，每次出鏡，她幾乎都穿這
種款式的衣服。唯一的區別是，每
件的顏色不同。不久前，一位荷蘭
藝術家用默克爾的西裝拼出一張色
卡，顏色多達90種。

排名第三的是歐洲最時尚女首
腦丹麥首相托寧．施密特。去年12
月在巴黎，她從車內下來，但鞋子
卻脫落在地上，展示出一條美腿。
第四名是利比里亞總統埃倫約翰遜
．瑟利夫。她總是穿五彩斑斕的
非洲民族服飾。緬甸的民族女英雄
昂山素姬排名第五，她的招牌服裝
是傳統緬甸裹裙，這種女性化的衣
讓其更顯出柔弱中的剛強。美國

國務卿希拉里排名第六。
排名第七、第八的都來自南美國家。

一個是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被媒體曝
光出訪時攜帶美容師，一天更換4套衣服
。另一位是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她
乾淨整潔利索的穿衣風格，令人印
象深刻。

上榜的還有哥斯達黎加女總統
勞拉欽奇利亞，在意大利出生的
印度執政黨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
地，馬拉維總統喬伊絲班達。

全球最會穿衣女政要
英祿居首 默克爾第二

▲去年11月，奧巴馬訪泰，英祿穿的
絲綢套裝吸引全球目光 資料圖片

▶德國總理默克爾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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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綜合法新社、、中央社開普中央社開普
敦敦66日消息日消息：：以世界最偉大在世探險家著以世界最偉大在世探險家著
稱的英國探險家費恩茲爵士稱的英國探險家費恩茲爵士，，77日將出發日將出發
前往地球最寒冷的地方前往地球最寒冷的地方。。費恩茲費恩茲66日表示日表示
，，儘管他多次締造遠征紀錄儘管他多次締造遠征紀錄，，但嘗試世界但嘗試世界
首度無救援冬越南極首度無救援冬越南極，，將是一趟邁向未知將是一趟邁向未知
的挑戰的挑戰。。

這位無所畏懼的這位無所畏懼的6868歲探險家歲探險家，，曾攻頂曾攻頂
珠穆朗瑪峰成功珠穆朗瑪峰成功，，並穿越南北兩極冰帽並穿越南北兩極冰帽。。
19921992年到年到19931993年年，，他曾不靠外力協助徒他曾不靠外力協助徒
步橫渡南極步橫渡南極。。

費恩茲所屬的費恩茲所屬的66人團隊人團隊77日將從南非開日將從南非開
普敦出發普敦出發，，挑戰世界第一支在南半球挑戰世界第一支在南半球33月月
中入冬之後橫越南極的團隊中入冬之後橫越南極的團隊，，全程近全程近40004000
公里公里。。目前冬季橫跨南極最遠的紀錄在目前冬季橫跨南極最遠的紀錄在2020
世紀初所創下世紀初所創下，，當時橫越距離僅約當時橫越距離僅約9595公里公里。。

費恩茲表示費恩茲表示，，他們整整他們整整4040個年頭一直個年頭一直
在遠征在遠征，，打破許多世界紀錄打破許多世界紀錄。。在南極曾刷在南極曾刷
新兩項重要紀錄新兩項重要紀錄，，一項是在一項是在19791979年年，，另另
一項是在一項是在19921992年年，，但兩項都是在夏天達但兩項都是在夏天達
成成。。所以在冬季旅行方面所以在冬季旅行方面，，他們並沒比任他們並沒比任
何人在行何人在行。。除了那趟除了那趟9595公里旅程外公里旅程外，，過去過去
沒有冬季航行南極的歷史沒有冬季航行南極的歷史，，因此這次是航因此這次是航
向未知向未知。。

南極溫度可低至地球最低的接近攝氏南極溫度可低至地球最低的接近攝氏
零下零下9090度度，，費恩茲團隊這趟費恩茲團隊這趟66個月越冬期個月越冬期
間間，，溫度預估在攝氏零下溫度預估在攝氏零下7070度左右度左右，，大半大半
時間會是一片漆黑時間會是一片漆黑。。

遠征隊遠征隊77日從南非開普敦啟程之後日從南非開普敦啟程之後，，
本月稍晚將抵達南極本月稍晚將抵達南極，，66人團隊將在那裡人團隊將在那裡
準備準備33月展開的挑戰月展開的挑戰。。與其他遠征不同的與其他遠征不同的
是是，，費恩茲團隊一旦遭遇厚冰費恩茲團隊一旦遭遇厚冰，，也不會有也不會有
救援救援。。

團隊已在英國攝氏零下團隊已在英國攝氏零下5858度以及瑞典度以及瑞典
攝氏零下攝氏零下4545度的氣溫中度的氣溫中，，測試過衣與裝測試過衣與裝
備備。。他們將在南極進行科學研究他們將在南極進行科學研究，，並希望並希望
為失明者慈善團體為失明者慈善團體 「「SeSeeing is Believeing is Believinging
」」 募款募款10001000萬美元萬美元。。

◀◀英國探英國探
險家費恩險家費恩
茲爵士茲爵士（（
左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探險家此次遠征南極所搭乘的郵輪探險家此次遠征南極所搭乘的郵輪 法新社法新社

◀凱特上月
宣布懷孕，
查爾斯今夏
榮升祖父

資料圖片

屢被討錢 不堪騷擾

41歲的馬斯克稱，這些火星 「殖民先驅
」必須都是志願者，因為火星之旅顯然是趟
「單程之旅」，此後他們將永遠留在火星上

生活。此外，每位火星 「殖民先驅」都必須
為這趟火星之旅支付50萬美元（約388萬港
元）的 「旅費」。馬斯克說： 「第一批火星
探險者將不會超過10人，每個人要支付50萬
美元，相當於在美國加州買一套房子的價格
吧。」

首批先驅當建築工人
據悉，第一批火星探險先驅並不是到火

星上去旅遊度假，而是去充當 「建築工人」
，他們將用跟隨飛船一起攜帶而去的特殊建
築材料，在充滿灰塵的火星荒漠上建立一個
密封透明的穹頂大型增壓建築，成為未來數
代人的火星殖民家園。它的內部會有二氧化
碳氣體，將會使建築內部的火星土壤可以種
植莊稼。為了防止穹頂內的居民受到太陽輻
射的傷害，該透明穹頂建築的表層可能還會
覆蓋一層 「水牆」。馬斯克稱，有了二氧化
碳後，火星土壤就能種植莊稼，為火星殖民
者提供自給自足的食物，但只限蔬菜類。

坐擁12.5億美元身家的馬斯克表示，他
為了實現夢想，已等了10年之久。他說： 「
當年這似乎只是個笑話而已，因為沒有火箭
，沒有基礎設施，而且只能選擇美國太空總
署。但在我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火星殖民
大計愈來愈貼近現實。」他說： 「在火星上
，你可以開啟自給自足的文明，並將其發展
壯大。」談到是如何確定8萬人的城市規模
時，馬斯克表示： 「人數太少，會令基因和
文化乾涸；人數太多，又有爆發內戰的風險
。」

「蚱蜢」 助大規模移民
馬斯克火星殖民計劃的第一步，是在15

年到20年將首批人類送上火星；計劃的第二
步，是設計出一種 「快速和可循環使用」的
垂直升降火箭，這種垂直升降火箭將成為火
星大規模殖民計劃的關鍵步驟。馬斯克稱，
這種垂直升降火箭將是該公司 「獵鷹9號」
火箭的升級演化版，馬斯克已經為該測試火
箭的原型取名 「蚱蜢」，它已經通過兩次短
暫的測試飛行。馬斯克創立的SpaceX太空公
司計劃在未來幾個月中， 「逐步增加該測試
火箭的飛行高度和飛行速度」，直到該測試
火箭能夠直接飛入地球軌道，然後再重新安
全返回地球。

2012年5月，SpaceX公司成功使用自製
的 「獵鷹9號」火箭向國際空間站發射了一
艘 「飛龍號」貨運飛船，開啟了太空探索商
業化和私人化的時代。英國皇家航空學會去
年11月授予馬斯克金質獎章，獎勵他對太空
探索做出的貢獻。

【本報訊】據英國《太陽報》
、《泰晤士報》6日消息：網上付
款服務系統PayPal創辦人馬斯克近
日公布火星殖民大計，計劃在火星
上為8萬名太空探險先驅者建造一
個 「綠洲」 定居點，但只邀請素食
者。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7日消息：英王儲查爾
斯近日接受獨立電視台訪問，談到即將升任祖父的感受
，以及對小兒子哈里的牽掛。他表示，將當上祖父這件
事，強化了他遏止氣候變遷的決心。

查爾斯被問到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將要迎來新的生
命，他的感受時，他除了感嘆自己已經老了，還從自己
從事的公共事業角度說明感受。同樣都是30歲的威廉王
子與凱特王妃，去年12月宣布懷了第一胎，他們的寶寶
預計在今年夏季出生。

查爾斯說： 「我變得很老了。我們在有理智的世界
，並不想留給我們子孫後代一個越來越不正常的世界，
我不想我的孫輩質問我，為什麼不做點事呢？我現在要
有孫輩了，就更有必要努力，確保留給孫子的不是爛攤
子。」

查爾斯還坦言，很擔心正在阿富汗戰場服役的小兒
子哈里的安全。 「我每晚入睡前都擔心，但是他（哈里
）很愛他的事業，這方面他也很有天分。我想他有能力
應對恐怖分子可能造成的威脅。」查爾斯說，自從哈里
上了戰場，他就與所有的士兵家屬一樣，無時無刻不在
擔心親人，也更能理解喪失親人的軍屬的心情。

英18億巨獎得主結業避禍

要當爺爺責任大

查爾斯矢言對抗氣候變遷

▶馬斯克在 「獵鷹9號」 前
留影 資料圖片

▲PayPal▲PayPal創辦人馬斯克創辦人馬斯克
互聯網互聯網

◀◀去年去年，，馬斯克創立的民營太馬斯克創立的民營太
空公司空公司SpaceXSpaceX成功向國際空成功向國際空
間站發射了一艘間站發射了一艘 「「飛龍號飛龍號」」 貨貨
運飛船運飛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飛船降落火星模飛船降落火星模
擬圖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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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鷹獵鷹99號號」」 火箭成功發射火箭成功發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