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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韓國9人女子
組合少女時代昨晚首度
來港舉行演唱會。昨午
她們率先會見傳媒，大
談來港感受，又獲大會
贈送揮春預先慶賀新
春，她們還用廣東話祝
大家恭喜發財！前晚她
們抵港時經秘道離開，
令400名Fans撲空，空
等一場。

瑪麗嘉兒與夫晒恩愛
美國樂壇天后瑪
麗嘉兒(Mariah
Carey)(見圖)的丈夫
Nick Cannon早前
因輕微腎衰竭而
入院調養，令天
后十分擔心。幸好
Nick已經康復出院，兩人更手拖手恩愛現身頒獎
禮。《BET Honors頒獎禮》美國時間星期六在華
盛頓的華納劇院舉行，瑪麗嘉兒與老公Nick及兒
子Morrocan上台，情到濃時2人大晒恩愛當眾熱
吻。另外，影星韋史密夫女兒Willow Smith及歌手
Kelly Rowland等亦有出席。■文：Ivy/圖：路透社

安祖蓮娜
輕鬆爭金球獎外語片導演

恭 喜 發 財

■YoonA(左)用眼神示意徐玄(右)回答
問題。

■少女時代看見蛋糕時，雙眼泛光。

少 相記者會，大讚香港夜景優

女時代身穿白色喱士短褲裝亮

美，表示沒想過會有這麼多港迷支持
自己，笑言喜歡她們的Fans都是瘋狂
的，望與Fans近距離接觸。

秀英拒答問題
雖然今次是她們首次來港開騷，但
YoonA去年曾跟家人來港，逛過尖沙
咀及星光大道，亦有欣賞夜景，當時
她已想跟隊友一同訪港。Jessica數年前
亦曾與家人來港遊覽，大讚香港美食
多，如點心。初次來港的泰妍因特別
喜歡閃亮的東西，所以看到閃爍的夜
景時很開心，又希望可以趁機去逛

街。當問及有成員參演韓劇，Sunny遞
咪讓秀英回答，但秀英推回不接，
Sunny只好回應望藉拍劇讓大家了解她
們的魅力。

見蛋糕即眉開眼笑
之後大會送上蛋糕預祝演唱會成
功，9女看見蛋糕即雙眼泛光，神情興
奮，Tiffany還高呼很漂亮。當她們接
過大會送上的揮春，她們以英文祝大
家新年快樂外，Tiffany還用廣東話大
叫「恭喜發財」
。

便服淡妝抵港
此外，半百Fans前日中午已抵機場

迎接少女時代，至晚上11時多，現場
迫滿逾400Fans。少女時代因飛機誤
點，比原定時間遲了近一小時才抵
達，鑑於Fans群情洶湧，她們獲安排
經職員通道離開。有40多名收到風的
Fans在秘道口等待，現場即有半百保
安及警察維持秩序。她們一身便服、
淡妝現身，臉上略現疲態，部分成員
更戴上墨鏡，但仍親切地向Fans揮
手，最後分乘3輛保姆車離開。在出境
大堂苦等多時的Fans得悉偶像消息，
隨後趕到，逼爆現場，情況一度失
控。有半百Fans放棄接機，風雨下漏
夜在亞博門外排隊等候進場，以便近
距離與女神接觸。

荷里活女星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左二)今
年首次執導戰爭愛情片《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
，並角逐今晨舉行的第69屆金球獎最佳外
語片之一。賽前，她穿 利落的黑色套裝與一眾
競爭最佳外語片導演出席宣傳活動，席間笑容滿
面，毫不見緊張神色。 ■文：Mana / 圖：美聯社

南非創校有成
奧花雲費灑淚歡送畢業生

名嘴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見圖)5年前在南
非開辦寄宿學校奧花雲費女子領袖中學，前日該
校舉行首屆畢業禮，奧花雲費應邀出席，她向72
名畢業生致謝辭時，表現激動，眼泛淚光，直
言：「從沒有一刻覺得被你們稱作『媽媽』是這
麼驕傲的事！」她稱並不後悔為建校投資了4000
萬美元，因她知道教育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徑，
希望藉此幫助那些與自己同樣家境不好，卻擁有
才氣的少女脫離困境。 ■文：Mana /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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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歲創立網站 7歲完成ECDL

8歲英電腦神童媲美蓋茨
英國伯明翰一名電腦專家近期迅速冒起，

不僅對所有電腦問題了如指掌，更考獲「歐
洲電腦使用執照」(ECDL)。令人吃驚的是，
這名電腦奇才原來只是一名8歲男童。他5歲
時已懂得創立網站，7歲完成ECDL，成就或
可媲美微軟創辦人蓋茨。

無師自通 機迷變身專家
8歲電腦神童威廉斯來自伯明翰厄丁頓，兩歲牙牙
學語時已開始使用電腦，玩網上遊戲。母親莎拉
稱，威廉斯當時已不滿足於簡單的遊戲，開始摸索
電腦構造，由開關電腦，逐漸無師自通，掌握電腦
知識及技術。
莎拉很快發現兒子在電腦方面的才能，為他搜查
電腦學會加入，但效果不彰，因為整個伯明翰也沒
有任何電腦學會趕得上威廉斯的才能。
有一次，莎拉在網上搜尋資料時，發現ECDL的網
站。ECDL是國際認可的電腦資格證書，目前獲全球
148多個國家和地區認可，威廉斯卻在不足6歲時已
通過例題，證明自己有能力參加測試。威廉斯6歲時
首次參加ECDL測試，7歲時已成功通過全部7項測
試，成為全球最年輕考取ECDL的其中一人。
■《星期日郵報》

■威廉斯(左圖)前途無限，成就或可與蓋茨(右
圖)相提並論。
網上圖片

出租fb女友 10日40蚊有找
外國網站Fiverr.com以「5美元(約39港元)請人做任何事」作招徠，讓
網民互相提供或尋找有趣的服務，頗受歡迎。網站最近出現一種新潮
流，一批年輕美女出租自己做「facebook女友」
，只需5美元，就可以和
買家在fb上拍拖10天。
自稱是23歲紐約學生的金髮美女凱西(見圖)，是其中一名出租fb女
友。她還提供升級服務，只要多付5美元，就可在買家塗鴉牆留下3句
留言，內容任君選擇，誓令買家的朋友嫉妒非常。
■《每日郵報》

保守黨員開價12萬 售英揆手機號碼
英國《星期日郵報》記者日前
佯裝富商，接近專門協助保守黨
籌款的「英國亞洲人保守黨聯盟」
(BACL)的主席塞加爾，塞加爾在
會談中不時聲稱自己與多位政壇
人物相交非淺，更揚言只要對方
願意支付1萬英鎊(約11.9萬港元)，
即可拿到首相卡梅倫的手機號
碼，或與他單對單共晉晚餐。

向臥底記者推銷會籍
50歲的塞加爾與記者會面時，
■塞加爾(左)與卡梅倫(右)早有交情。
記者佯稱有意加入BACL的「1000
網上圖片

會」，根據BACL的網站，該會會
員支付1,000鎊(約1.2萬港元)的入
會費後，即有機會與官員或議員
會面，表達個人的業務需要。
塞加爾隨即向對方「推銷」更
尊貴的會籍，企圖說服記者支付1
萬英鎊的會員年費，以取得卡梅
倫的手機號碼，並稱可隨記者喜
好，代約任何官員共膳，並承諾
會面僅屬私人性質。
事件被揭發後，保守黨即與
BACL劃清界線，堅稱塞加爾只是
一個「二打六」
。■《星期日郵報》

■2012年美

美 利堅小姐選美
利 大賽前晚在賭
堅 城拉斯維加斯
小 落幕，來自威
斯康星州的佳
姐 麗克普勒奪
堪 冠。
比 23歲的克
凱 普勒以一襲黑
特 色飄逸禮服驚
艷全場，驚艷
程度堪比英國
威廉王子的夫
人凱特結婚時
穿的禮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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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氣
泡從海底
冒出。
網上圖片
科學家早前發現大量天然氣冷封於海床，
所蘊藏的能量據稱是全球已知煤、石油及天
然氣儲備總和的1倍多，這些號稱「奇跡氣
體」的新能源，相信不少分佈於中國、韓國
及印度沿海一帶。然環保人士擔心，在深海
開採能源，將造成噪音污染，危及鯨豚等稀
有生物，加上會進一步令氣候問題惡化，嚴
重破壞生態。
這種名為「甲烷水合物」(Methane hydrate)
的天然氣，不時堵塞浮動石油鑽井平台，往
往是能源公司敬而遠之的剋星，但挪威國家
石油公司(Statoil)研究顯示，該種物質可界定
為重要燃料資源，足夠供應全球數十以至數
百年。Statoil能源開採經理安德森指出，各
國能源需求有增無減，即使天然氣水合物蘊
含少量能源亦可作商用開發，從而增加較潔
淨能源供應，穩定全球能源市場。

日將抽取甲烷水合物
消息為日本經濟產業省轄下「石油天然氣
和金屬礦產公司」(JOGMEC)帶來極大鼓
舞，因該公司正於日本西南部對開的南海南
槽，作甲烷水合物鑽井測試。JOGMEC估計
今年可抽出首批資源，甚至推算該海域的天
然氣儲備可供應日本長達300年。
要開採深海天然氣仍需面對技術問題，由
於甲烷水合物的化學狀態不穩定，意味開採
時會產生「泡沫效應」，在海中洩出數百萬
噸甲烷泡。
■《星期日泰晤士報》

拒載殘疾人士 英廉航罰款71萬
英國廉價航空易捷航空早前因拒絕殘疾人士單獨登
機，近日遭巴黎法庭罰款6萬英鎊（約71.39萬港元）
。易
捷航空曾稱殘疾乘客會給空中飛行帶來「安全隱患」
，
被批評為追逐利潤而漠視原則。
案中3位截癱乘客，於2008至2009年期間曾試圖在巴
黎戴高樂機場登機，遭易捷航空拒絕，理由是沒有看護
人陪同。殘疾人士維埃拉說：「易捷航空為追求利潤不
惜犧牲殘疾人士權利。他們認為照顧我們會增加機組人
員工作量，從而引起額外開支。」另兩名乘客亦表示在
登機櫃 遭拒令他們感到「羞辱」
。
不過易捷航空辯稱，根據歐洲法律，當殘疾人士沒有
看護人陪伴時，航空公司有權拒絕其登機，因為這會增
加安全風險。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