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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踏入甲午馬年，有香港玄學家表
示，由於馬年天干屬火，地支屬木，預
測會發生與火相關的動亂和災難，新一
輪禽流感威脅持續，雖看好股市會上
揚，但升勢有限，樓價則緩緩回落。
堪輿學家楊天命表示，馬年將會有許
多醜聞、衝突、爆炸和紛爭，衝突包括
外交關係緊張以至交火，尤其是新曆2
月、5月及8月。
玄學家盧恆立亦指出，今年是陽木

年，人們會「企硬」，故難以談判或達
成共識。上一次馬年遇上陽木年是
1954年，當年美國和前蘇聯核試，亦
發生奠邊府戰役，最終法軍被越南打
敗。

日法德領袖 屬馬困難多
風水師賴漢輝表示，由於地產與土有

關，與木相剋，預測樓市今年表現欠
佳，香港樓價會逐步下調。周漢明則預
測，美歐經濟將會改善，但新加坡、印
尼、泰國等東方國家經濟會出現衰退。
堪輿學家均指出，今年受五行中的

「火」影響，預測會出現高溫和自然災
害，其中鄭智恆預測火山爆發和地震機
會較高。

盧恆立表示，今年對肖馬者是艱苦一年，包括
同年出生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德國總理默克爾
及法國總統奧朗德。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並非肖
馬，但周漢明預測，奧巴馬今年會遇到困難。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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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Glass推潮框
可配度數鏡片

測試近一年的智能眼鏡Google Glass計劃於今年
底正式開售，但鏡框設計一直被部分用家批評太醜，
為了普及化，Google前日推出4款更時尚的鈦合金
眼鏡框，用家可自行配製不同度數鏡片和太陽鏡片。
4款新框名為Bold、Curve、Thin和Split，售價

225美元(約1,747港元)，Google更和美國保險公
司合作，讓用家從醫療保險中扣除部分配鏡片費
用。 ■法新社/美聯社

■4款鈦合金新框，用家都可配製不同度數鏡
片。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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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沙姆 1993 年經
歷喪妻之痛，20 多
年來每日風雨不改到

亡妻朱利塔的墓地「相伴」，守
墓時幾乎不喝不吃，坦言這能令
自己心情好一點。他去年7月到過
墓地後一病不起，最終於本月22
日病逝，將與妻子合葬，永不分
離。

阿巴沙姆年輕時在阿根廷一家咖啡
店邂逅朱利塔，背對背而坐。他偷聽
到朱利塔與朋友討論何謂靈魂、生命，
未窺見她的外表就被其內涵深深吸引，
決意要結識她。
二人在1937年9月16日初吻，阿
巴沙姆每年都會慶祝這個日子。他
們翌年4月結婚，其後誕下一子一
女，1971年隨子女移居美國，翌年
定居波士頓。夫婦倆結婚55年，生

活美滿，可惜天意弄人，朱利塔
1993年接受心臟手術，因併發症死
亡。
阿巴沙姆傷心欲絕，決定每日守

墓，由墳場開門一直坐到關門，下
雨天就撐着傘子。這個感人故事曾
被全球傳媒報道，阿巴沙姆受訪時
說：「(妻子)是我的一部分，來這裡
我才感到自己是完整的。」

■《每日郵報》

守亡妻墓20年 長情翁過身「團圓」

美國少女韋辛頓上周六首次高空跳傘慶祝16
歲生日時，降落傘失靈，她從915米高空墮
下，所有人都以為她難逃粉身碎骨，但她竟奇
蹟生還，且多處傷勢迅速康復。

醫生透露，韋
辛頓送院時肝臟
受傷，骨盆、下
背部腰椎、肩胛
骨與多根肋骨骨
折，牙齒斷裂。
經搶救，目前情
況良好，相信能
完全康復。

■中央社

美國拉斯維加斯槍展早前展出一款新式子彈
「R.I.P」，擊中目標物後，尾部8塊三角形刀
片會張開，聲稱能轟掉體內所有器官，是用家
的「終極武器」。生產商稱希望做到一槍斃
命，讓獨居女士自衛，保護家園。
R.I.P由佐治亞州生產商G2 Research研發，
尾部8塊刀片令子彈能射穿石膏板、鐵板、玻
璃等硬物，殺傷力驚人，但無法射穿執法人員
的3A級避彈衣。 ■《每日郵報》

「RIP」刀片子彈
轟爆所有器官

■■韋辛頓韋辛頓

■擊中目標
物後，尾部8塊
三角形刀片會張
開。 網上圖片

■阿巴沙姆20多年來風雨不改
守護朱利塔的墓地，守墓時幾乎
不喝不吃。 網上圖片

變「毀容」

韓女主播被寸下巴似鋤頭

有網民見到女主播的照片後，驚嘆「請
告訴我這是Photoshop過的」；有人

批評她「不知道美為何物」；有人揶揄她
的下巴似鋤頭，可以用來耕田；也有人質
疑是否真的能將下巴削去這麼多。

原為畸形整形 風險高
顎骨手術風險甚高，過程需要重新對齊

顎骨，並削去部分骨頭以塑造出「心
形」。這種手術原本用於為面部畸形整
形，但自從「心形面」風靡韓國後，當地
女性便一窩蜂湧去削面。
韓國是全球最大整容市場，單在首爾，

去年就有兩成19至49歲女性承認整過
容，例如割雙眼皮、抽脂和隆鼻。

■《每日郵報》

韓國整容風氣盛行，但並非人人都愈整愈靚。韓國一名本來已經長得不俗的
電視台女主播，為了擁有一張「心形面」，於是接受削除顎骨手術，不過她的

努力似乎不太獲得其他人接受，有
日本網民對比她整容前後的照片
後，大呼「她毀了自己的臉！」915米高空墮下

跳傘少女奇蹟不死

削顎整心形面削顎整心形面

整容前
整容後

■■女主播被指要整動女主播被指要整動

漫角色漫角色Sailor MoonSailor Moon

的心形面的心形面。。

這個名為「感官小說」的研究，以美國科幻小說《插上電
源的女孩》(暫譯，The Girl Who Was Plugged In)為原

型，講述女主角伯克因腦垂體發育不全導致肢體畸形，出入虛
擬空間後發生連串奇怪事件。

背心充氣 令讀者心跳加速
書中主角驚恐時，背心會自動充氣，令讀者感到胸口受壓；主

角傷心時，小說封面的100個LED燈會調節燈光，營造哀傷氣氛，
但研究員無解釋裝置如何得知讀者的閱讀進度去作出反應。
有作家質疑靠實物營造的情感不比人類腦海想像出來的感覺

強烈。科幻小說作家羅伯茨批評設計幼稚，形容「就像兒童故
事書上的發聲按鈕」。 ■《每日郵報》

有薄荷味又有朱古力味
寶潔(P&G)旗下著名口腔護理品牌

Crest，日前推出獨特的朱古力薄荷味
牙膏，每支售3英鎊(約39港元)，另有雲
呢拿薄荷和香橙薄荷口味供選擇。三款
產品同樣含氟化鈉，有益牙齒。
寶潔表示，顧客常埋怨牙膏口味太單調，

公司遂全力開發新產品。為免薄荷味蓋過朱古

力味，採用了口感冷凍專利技術，令用家刷牙
30至40秒後才嚐到薄荷味。 ■《每日郵報》

新款牙膏

美
國藝
術家弗里
尼嫌塑膠公
仔「無內
涵」，竟將吉
蒂貓Hello
Kitty、藍精靈等
卡通人物「解
剖」，變成實驗室
人體模型，露出半
邊骨頭內臟。不過
每件作品售價不
菲，最貴售5,000
英鎊(約6.4萬港
元)。

網上圖片

小獅子掩嘴笑
「爪」如柔荑，

巧笑倩兮。西班牙一
隻剛出世的幼獅，被
50歲攝影師克雷布
斯吸引，小爪掩嘴，
明亮的藍眼望向鏡
頭，歪頭露出無邪笑
容，萌翻大批網友。
有人感嘆，好想與牠
來個「愛的抱抱」。
原來克雷布斯苦等了
一小時，才捕捉到這
轉瞬即逝的珍貴一
刻。■《每日郵報》

網上砌網上砌LegoLego
砌Lego(樂高)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如今在網上便

可免費回味。Google 前日推出網上砌樂高程式
「Build with Chrome」，只需使用Chrome瀏覽器登
入網站，便可不受金錢及地方限制，隨心所欲砌出
最獨特的樂高作品，還可與全球網友分享。
該程式原為Google澳洲團隊自娛的小遊戲，但

為宣傳下月上畫的《樂高玩電影》，兩間公司於是
合作將程式公開。程式提供各種形狀和顏色的積
木，玩家可自行調校畫面角度，還可選用透視角度組
合每層積木。
程式公開後不足一天，已有超過100萬用戶登入，

並上載了6.6萬件作品。 ■法新社/CNET網站

Google推程式

講同事是非可增團隊合作
說是道非乞人憎，但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研究發現，在閒言閒語
中獲得的資訊，有助團隊成員分辨誰自私、誰可靠，從而加強
團隊合作。
研究人員將216人分成4組，要求他們作出有利團隊利益的
財務決策。組員相處一段時間後，可互相「八卦」，向別人講
其他成員的閒話，其後重新分組。
結果發現，新組建的團隊剔除了公認自私者，留下可靠成

員，增強了團隊合作能力；被孤立者則會檢討並改進行為。
不過研究人員強調，網絡聊天等缺乏可信度的匿名群體，無助

建立人際信任。研究刊登在《心理科學》期刊。 ■綜合報道

穿 上 身
小說情感小說情感

一本書寫得如何精彩、扣人心

弦，讀者都只能靠想像代入角色。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研究員研製出一

本可以穿上身的小說，附帶的感應背心能讓

讀者親身感受角色的情感變化，如讀到緊張情

節時，背心會震動，令讀者心跳加速；角色害

羞時，背心還會發熱。

■小獅子掩着嘴笑的樣子含羞答
答，很討人喜愛。 網上圖片

■說人是非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中，
始終是一種缺德行為。 網上圖片

■每次看書
都要穿上背
心，讀者可
會 覺 得 麻
煩？

網上圖片

■■讀到悲傷情節時讀到悲傷情節時，，書書
本封面會亮燈本封面會亮燈，，加添哀加添哀
傷氣氛傷氣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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