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球大戰》中絕地武士能夠利用「原力」

控制物件，這種科幻電影才有的情節，如今已

初步變成現實。瑞士科學家最近成功在實驗中

利用人類意念產生的腦電波，控制老鼠體內基

因表達，將來或可透

過同一模式，治療

頭背痛等各種痛

症或腦癇症等病

症。

新技術的核心是一個長不到1吋的植入式
裝置，實驗中，科學家讓參與實驗的

學生戴上腦電波頭套，然後讓學生集中注意
力，頭套會自動記錄及分析腦電波活動，把
數據通過藍芽傳送給微型控制器。控制器會
根據數據激活磁場產生器，產生電磁場，
為老鼠體內的植入式裝置提供電流。
植入式裝置的一端是發光二極管
(LED)，可發出特定的近紅外線，另
一端則是載有基因改造細胞的培養
室。當裝置接收到電磁場提供的
感應電流後，LED燈便會發光，
培養室內細胞被近紅外光照射
時，便會自動合成蛋白質，蛋

白會經血管運往老鼠全身，讓研究
員能夠檢測。

控制止痛藥生效
為了讓學生能夠專注釋放「念力」，
研究員特別安排他們玩「掃地雷」遊
戲，腦部到達一定集中狀態後，LED燈
就會點亮。領導研究的瑞士聯邦科技學
院研究人員富塞內格爾表示，新技術可
讓患上「閉鎖綜合症」(全身肌肉癱瘓)、
無法與醫生溝通的病人，僅用思想就能
控制是否讓止痛藥生效，估計最快可在
10年後進行臨床應用。 ■英國廣播公司/

《每日鏡報》/《大眾機械》

站耶穌身旁希魔油畫
德國巴伐利亞州小城霍夫有教堂展示的一幅油畫引

發爭議，因畫中的耶穌身旁站着一名貌似納粹領袖希特勒
的男子，當地教區民眾要求移走該幅畫，但一位曾在教堂
任職的牧師稱只是人有相似，並非有意向希特勒致敬。
備受爭議的油畫早在1939年教堂被奉為神祉時已展示，

畫作到近期進行清潔時卻引起風波。畫中站在耶穌身旁的男
子酷似希特勒，一樣蓄有小鬍子，連髮型甚至眼神也很相似。曾
在教堂服務多年的牧師高克爾表示，多年來已有人把這裡稱為「納
粹神殿」，但他不同意這說法，他會把畫作演繹為無論如何有權
勢的人，他的生命依然是屬於耶穌。 ■《每日郵報》

最大松露 重近1.5公斤
意大利亞

平寧食品公
司 前 日 透
露，本月在
意大利艾米
利亞－羅馬
涅 大 區
發現一
塊重約
1,483 克

的巨型白松露。據安莎通訊社報道，這塊白松露
比1999年在克羅地亞發現、被列入健力士世界
紀錄的全球最大松露還要重173克。
該公司定於周六在博洛尼亞近郊舉行的松露展
上，使用這塊白松露製作售價65歐元(約628港元)
的套餐，據報收入將捐出用於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
化症(ALS)等研究。 ■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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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特蘭大一家醫院的新生嬰兒深切治療
部(NICU)護士，為展示早產嬰兒的頑強生
命力，製作《由NICU到月球》圖輯，
為數名身患重疾的早產嬰拍照，然後
經電腦加工繪上可愛圖案，令他們
化身太空人、芭蕾舞者、醫生
及奧運冠軍，藉此鼓勵父
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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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男子（紅圈）和希特勒一樣蓄
有小鬍子。 網上圖片

抄《絕地要塞2》角色西裝劫麥記
澳洲新南威爾斯譚沃思一間麥當勞快餐店最

近遇劫，閉路電視拍下疑匪犯案經過，顯示他身
穿藍色西裝，戴上黑色頭套及黑手套，手持削肉
刀，打扮酷似網絡動作遊戲《絕地要塞 2》中的
間諜角色。
片段顯示賊人從後門潛入餐廳後，持刀指嚇

員工，劫走收銀機現款。警方前日表示正追緝該
名身高180至185厘米的疑犯。 ■《每日郵報》■■持刀行劫持刀行劫

■■《《絕地要絕地要
塞塞 22》》間諜間諜

最複雜陀錶1.8億成交 破紀錄
瑞士著名鐘錶品牌百達翡麗一隻超過80年歷史、有
「全球最複雜時計」美譽的陀錶，前日在日內瓦拍
賣會以2,324萬瑞士法郎(約1.87億港元)成交，刷新

由同一隻陀錶於1999年拍賣會上，以
1,100萬瑞士法郎(約8,838萬港元)成
交的最貴時計紀錄。
這隻命名為「Henry Graves
Supercomplication」 的 陀
錶，由美國已故銀行家小亨
利格雷夫斯在1925年向
百達翡麗訂製，經過3年研
究及5年製造，終在1933年交
貨。陀錶全手工製造，鑲有黃

金，採雙錶面設計，有多達900個
零件，重逾500克，擁有萬年曆、月亮盈
虧、恆星時間、日出日落時間等24項複雜
功能。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巨型松露

■陀錶鑲有黃
金。 法新社

■■植入式裝置植入式裝置

■■《《星戰星戰》》中絕地武士可用中絕地武士可用
「「原力原力」」控制物件控制物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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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戰》式念力操控 助醫痛症腦癇

A42 國際新聞/環球 SO FUN ■責任編輯：孔惠萍/曾綺珺 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

日本一名男子前晚在東京日比谷公
園自焚身亡，警方在現場附近發現
相信是死者留下的抗議信，日本放
送協會(NHK)報道，信內表達反
對首相安倍晉三政府計劃行使集
體自衛權，並反對美軍駐沖繩普
天間基地搬遷到名護市邊野古海
岸，收信人是安倍及國會參眾兩
院議長。警方未證實報道內
容。
日本各地近月經常有示威反
對釋憲，主要集中在東京，6月
亦曾有男子嘗試在新宿JR站附
近當眾自焚，據報後來獲救，但
未知是否與今次自焚男子屬同一
人。

遺攝錄機拍下過程
警方前晚約7時接報，指位於國會
議事堂附近的日比谷公園發生火警，
火焰高達10米。警員及消防到場時，發
現死者全身着火，燒至焦黑，消防撲滅火
勢後將他送院，不久後證實死亡。死者還
在現場留下一部攝錄機，拍下了自焚過程。
安倍內閣於今年7月通過修改憲法第9條解
釋，容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即日本在盟友遭受
武力襲擊下，可對他
國發動攻擊支援盟
友。輿論批評此舉是
放棄和平憲法的原
則，亦引起中國及韓
國等鄰國反對。
■法新社/路透社/

《日本時報》/
日本《朝日新聞》

日男反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
東京自焚亡

美國紐約唯一一名伊波拉患者、美國醫生斯潘塞，經過
21天治療後痊癒，前日出院。他呼籲支持在西非治療伊波

拉病人的美國醫護人員，使他們
返國時不必面對「羞辱與威
脅」。33歲的他前往幾內亞治療
伊波拉患者，回國後於上月23日
確診，入住貝爾維尤醫院隔離治
療。他出院後，美國境內再無人
因感染伊波拉在醫院接受治療。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美最後一位伊波拉病人出院

根據美國《聯邦公報》公開的美國政府官
員年度收取禮物紀錄，去年華府收到外國領
袖贈送的最名貴禮物，是文萊王后送給總統
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的一套花形白金耳環、
戒指和項鍊，配上鑲滿黃寶石和鑽石的基
座，價值7.15萬美元(約55.4萬港元)，比
奧巴馬收到的最貴重禮物還要貴7倍。
奧巴馬收到最貴重的禮物是來自卡塔
爾大使的玻璃琥珀獵鷹雕塑，價值1.04
萬美元(約8.1萬港元)。根據美國政府規
定，外國官員送給美國官員的禮物，必
須交由政府保管或作官方用途，收禮者
亦可出錢向總務署買下禮物，例如前國
務卿希拉里曾花970美元
(約7,521港元)，買下緬甸
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贈
送的雙串黑色珍珠項
鍊。 ■美聯社

米歇爾收文萊王后55萬珠寶
勁過奧巴馬

考古學家近期在阿拉斯加太陽河上游挖掘出兩具冰河時期的嬰兒
骸骨，相信是美洲大陸最年輕的人類骸骨。兩具骸骨埋在另一具於
2010年發現的3歲小孩骸骨以下約40厘米的位置，已有1.15萬年歷
史，反映冰河時期末北美洲居民的埋葬風俗。研究報告周一在《美
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
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研究隊伍指出，根據骸骨的骨骼和牙齒分

析，推斷其中一具應是出世後不久死去，另一具是後期胎兒，同是
女性。研究人員估
計，全部三具骸骨的
死亡時間是同一年夏
天。
考古學家亦發現石

製拋擲尖物，曾附在
鹿角桿上作為工具或
武器，反映當時的埋
葬儀式含有狩獵特
色。 ■美聯社/路透社

冰河時期嬰兒骸骨
阿拉斯加出土

■兩具嬰兒骸骨據信是美洲大陸最年輕的人
類骸骨。圖為發現骸體的土坑。 美聯社

日本百貨公司最
近 紛 紛 向 媒 體 介 紹
「2015新春福袋」，內
容包括有上億日圓豪
宅。今年起還有新花
招，就是鎖定外地觀光
客的福袋，例如特別受
中國大陸和台灣客歡迎
的金飾。

火車包廂 1卡鑽減價逾百萬
日本三越伊勢丹前日在日本橋本店介

紹旗下3家百貨明年1月2日推出的福
袋，主題是「享受未來」，有體驗型或
帶走型。福袋商品有「人氣高原小火車

．信濃鐵路的『六文』小火車一節包
廂」，以及到高級日本料理享用晚宴和
欣賞舞孃表演。還有原價約5,000萬日
圓(約337萬港元)的1.006卡粉紅鑽，以
優惠價3,240萬日圓(約 218萬港元)發
售。 ■中央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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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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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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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客■斯潘塞步出醫院。

路透社

■送火車包廂 ■送金製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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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極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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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
亂 ■文萊王后(小圖)送給米歇爾的是一套花形白金耳

環、戒指和項鍊，配上鑲滿黃寶石和鑽石的基座。

■■消防用帳篷圍起屍體消防用帳篷圍起屍體。。

波蘭前

日慶祝獨立

周年紀念，極

端民族主義組織

按照傳統，在首都

華沙發起遊行，有數萬

人參加，其間一批蒙面

遊行人士離開大隊鬧事，

掀起鋪路的石板及拆毀巴士站的長椅，

擲向防暴警察，亦有人投擲爆竹，警方

出動水炮和向天發射橡膠子彈驅散。警

方指有23名警員受傷，拘捕220人，

大部分是在遊行前因攜有可作

武器用途的物品而被捕。

今年已是連續第4年遊行
演變成暴力衝突。波蘭
近年逐漸靠向歐盟，部
分極右民族主義
者擔心反對墮
胎和同性婚姻
等國家傳統

價值會逐漸消
失，於是趁獨立日
遊行發出呼聲。

■路透社/
美聯社

路牌擋水炮路牌擋水炮

與警方對峙與警方對峙

示威者倒地示威者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