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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溫馨放手藏失落
特設「引退過渡期」允逐步卸下王室職務

首代恒星殘骸 地球最古老固體物現身 微軟停止支援Win 7
2億人仍使用

微軟於昨日起正式停止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s 7，用戶將無法再使用免費安全
更新服務，意味若用戶繼續使用Win-
dows 7，需留心安全防護。
Windows 7於2009年面世，到2015年1
月14日，微軟宣佈不再添加新功能，但提
供5年的延伸支援，到昨日正式終結。微軟
建議電腦機齡不足3年的Windows 7用
戶，可將系統升級至Windows 10，若電腦
機齡超過3年，舊版電腦或與Windows 10
不兼容，建議直接購買裝有Windows 10的
新電腦。至於企業版及專業版的Windows
7用戶，若付費使用Extended Security Up-
date軟件，將為系統提供最長3年支援，讓

用戶有足夠時間升級至Windows 10。
即使微軟已於 2015 年推出Windows

10，但市場調查機構NetMarketShare上
月的統計顯示，使用Windows 的用戶
中，仍有26.64%採用Windows 7，估計
約有2億人。 ■綜合報道

美國芝加哥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的科學家，前日在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研究報告，表示利用新
的技術，確認在逾50年前墜落澳洲的一顆隕石中的星
塵，早於50億至70億年已經形成，時間較太陽系形成
更早，是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固體物質。
宇宙第一代恒星在解體後形成星塵，之後又形成隕
石，其中一塊隕石於1969年墜落澳洲維多利亞省東南部
郊區，部分被送往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研究，直到10年
前，科學家只能探究出其中20顆星塵粒子的形成時間。
博物館副館長埃克帶領的科研團隊，利用一種方法分
離出隕石中約40個星塵顆粒，每個顆粒長度介乎2至
30微米，再將這些顆粒與宇宙射線進行相互作用，根
據發生的變化來判斷這些顆粒的年齡，結果發現其中
60%顆粒已有46億至49億年歷史，10%顆粒年紀超過
56億年，形成時間與第一代恒星解體的時間吻合，由
於第一代恒星在解體前已存在約20億至25億年，因此

推斷星塵最早形成於70億年前，遠比46億歲的太陽系
還要老。 ■法新社/路透社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前日在桑德靈厄姆莊園，與哈里王子、王儲查爾斯及威廉王子會面，商討哈里與夫人梅根宣佈退任

王室高級成員一事，英女王會後發表聲明表示，王室希望哈里夫婦維持全職王室職務，但尊重和理解兩人的決定，兩人將

展開「過渡期」，在英國和加拿大兩地居住，逐步卸下王室職務。不過聲明坦言，兩人的決定並非英女王樂見的結果。

英女王與哈里王子會面後發表聲明，內
容只有短短6句，專家解讀其中用字，如
以家人、孫兒等字眼稱呼哈里，均反映女
王期望從中體現自己作為祖母的身份；亦
有人認為未使用薩塞克斯公爵等正式稱
呼，意味將來王室可能撤去哈里及梅根的
頭銜。
在長153字的聲明中，「家庭」(family)

一詞出現達8次，王室傳記作者朱諾認
為，用字反映女王強調今次屬家事，是非
常私人的事件，考慮到哈里及其夫人梅根
現時可能承受極大壓力，聲明期望傳遞家
人關心他們的訊息，令他們感到溫暖。不
過聲明亦表明，王室期望兩人繼續擔任全
職成員，相信是表達出王室各人均因此事

而感到受傷害。
另一位王室傳記作者蘇厄德分析整份

聲明，認為哈里及梅根「先勝第一回
合」，感覺王室作出讓步，致力協助哈
里夫婦。
聲明中沒有按慣例以正式頭銜稱呼哈里

及梅根，「薩塞克斯」一詞僅出現一次，
王室消息人士推測，如果哈里夫婦未來堅
持利用王室成員身份賺取收入，女王可能
會褫奪他們的頭銜。有關哈里及梅根期望
移居加拿大，聲明首次公開表示同意，至
於提到需解決的「複雜問題」，則可能指
兩人將來在英國期間，是否繼續入住弗洛
格摩別墅，以及是否支付全額租金等。

■綜合報道

聲明未用官稱 惹撤頭銜猜想

英女王的聲明中形容會議非常有建設性，
「對於哈里及梅根作為一個年輕家庭、

期望創造新生活，我的家族及我本人均完全
支持」，各人同意設立一段過渡期，讓哈里
夫婦思考未來路向，包括如何實現財政獨立
等，其間兩人會在英國和加拿大兩地居住。
由於仍有許多複雜問題需解決，以及還有其
他未完成的工作，英女王已要求哈里在數日
作出最終決定。

聲明用字「如祖母說家事」
聲明未有隱瞞英女王對哈里決定感到失
望，提到「我們更希望兩人留任全職工作的
王室成員」，不過仍然尊重他們的意願，尋
求更獨立的生活，同時繼續是家族中重要成
員。
專家表示，英女王今次以哈里及梅根的名
字、或「我的孫子和他的家人」稱呼兩人，
而非薩塞克斯公爵等正式頭銜，語調明顯溫
和。王室作家朱諾指出，這則聲明聽來像是
「祖母在說明家中事情」，做法較為體貼，
可減輕哈里和梅根的負擔，亦顯示出王室對
他們非常體諒。

哈里女王先見面 4巨頭會談「平靜」
菲臘親王目前居於桑德靈厄姆莊園，但他

在會議開始前先行離開；最先抵達的是查爾
斯，哈里則在早上約11時20分抵達，首先與
女王單獨交談；最後威廉在下午1時45分、
即會議開始前15分鐘進入莊園。《每日郵
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討論過程主要由查
爾斯主導，而威廉雖然過往常與父親有分
歧，今次對解決辦法則與查爾斯意見一致。
會議過程平靜，沒有出現爭吵等場面，父子
三人最後分乘不同車輛離開莊園。

約翰遜：深信王室可自行解分歧
梅根目前身在加拿大陪伴兒子阿奇，

早前有報道指她會透過視像電話參與王
室會議，不過知情人士透露，王室認為
今次屬「私人家庭會議」，亦擔心會有
人偷聽，故不同意此做法。梅根昨日透
過肯辛頓宮發表聲明，確認自己並沒有
參與會議，強調並非不獲准透過視像
電話參與，而是她認為「並無需要
與會」。

有關哈里與梅根的未來生活，《每日郵
報》報道，本是支持美國民主黨的梅根最終
計劃是在洛杉磯定居，融入當地名流圈，不
過會待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後。知情人士亦
透露，哈里或難以如願繼續從父親處獲穩定
財源，他與梅根日後使用「薩塞克斯王室」
商標亦有嚴格限制。
首相約翰遜昨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

問時稱，「我的看法非常直接，像大部分觀
眾一樣，我是女王和王室的忠實支持者，認
為王室是英國的重要資產，我絕對相信王室

即使有嚴重分歧，他們也
能解決」。

■綜合報道

日本政府及英國白金漢宮昨日宣佈，日皇德仁
及皇后雅子已接受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邀請，將
於今年春季國事訪問英國，是德仁去年5月即位
以來首次外訪，也是英國脫歐後首位國事訪問
當地的外國元首。
白金漢宮未有交代德仁夫婦到訪時間，但
指兩人在英國期間將下榻溫莎堡。日本內閣
官房長官菅義偉則說，訪問時間暫訂於4月
至6月間。
德仁與雅子均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德仁曾形容

該段求學經歷，是他人生中其中一段最快樂的日
子。日本上兩任天皇均曾國事訪問英國，上皇明仁
在1998年到訪，昭和天皇裕仁則在1971年，兩次
訪問期間，英國均有二戰前戰俘示威，要求日方就
二戰罪行道歉及賠償。英女王與王夫菲臘親王則曾
於1975年應裕仁邀請訪日。 ■路透社/法新社

英王室
邀日皇德仁訪問

英女王前日首肯哈里王子及其夫人梅
根，未來在加拿大和英國兩邊居住。加
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當局仍未決定是
否承擔哈里夫婦未來於加國的保安開
支。
英媒日前報道，杜魯多已向英女王保

證，將支付哈里夫婦未來在加國期間的保
安費，估計哈里一家每年在加國的保安費
達130萬美元(約1,011萬港元)，加拿大同

意承擔65萬美元(約505萬港元)。英國王室
成員過往到訪加國，通常由加國公帑支付
保安開支。
杜魯多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加拿大非

常支持哈里夫婦到來居住，但仍有許多問
題需要商討，未有最終決定。加拿大財長
莫諾稱，加拿大作為英聯邦成員國，將確
保擔當本身的角色，但目前仍未開始討
論。 ■法新社

保安費承擔 加國未作決定

英國人好
像特別喜歡
「脫」，繼
「 脫 歐 」
後，輪到哈

里夫婦「脫王室」，突然
宣佈退任王室高級成員，
這帶來的衝擊，堪比當年
戴安娜車禍身亡。王室經
歷去年安德魯王子的醜聞
後，如今再逢巨變，如何
重塑危在旦夕的形象，責
任自然落在王冠之主身
上。一場莊園峰會過後，
女王以盡顯溫情的聲明一
鎚定音，提醒哈里、亦提
醒外界，女王作為一家之
主，跟世上千千萬萬尋常
百姓家一樣，嫲嫲本人就
是最令人安心的所在。

王室在英國人之間雖然有「企業」
(The Firm)之稱，不過在冷冰冰的貴
族身份以外，亦不能忘記英女王、查
爾斯、威廉與哈里之間，存在血脈相
連的親情。
雖然哈里年少鬧出過納粹裝、吸大

麻、裸照等各種風波，但仍無損他是
女王心目中最疼錫的孫仔。今次女王
的聲明中，直接以名稱、孫仔呼喚哈
里，放棄薩塞克斯公爵之類不帶感情
的頭銜。對於哈里而言，親人曾經是
他喪母之時最有力的支柱；今次出走
事件中，他亦非尋求與家人一刀兩
斷，而是期望擺脫王室身份帶來的枷
鎖而已，一篇強調「家庭」的聲明，
哈里未來面對艱難過渡期時，都會記
得家人的支持、哥哥的肩膀，永遠是
他最強力的後盾。女王既不能讓頭家
散，亦要為自己另一個乖孫威廉他日
登基減少麻煩。
英女王在位時間將近68年，甚至有

聲音提出，年屆93歲高齡的她，早應
讓位予查爾斯。若將同一事件交由查
爾斯處理，不能斷言查爾斯無法化解
危機，但亦難以找到比「嫲嫲出手」
更穩妥的解決辦法了。 ■文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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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在會後馬上投威廉在會後馬上投
入工作入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英女王形容英女王形容，，王室會議王室會議
非常有建設性非常有建設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哈里梅根哈里梅根
將展開將展開「「過過
渡期渡期」，」，
在英國和在英國和
加拿大兩加拿大兩
地居住地居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英女王英女王
的 聲 明 顯的 聲 明 顯
示示，，王室對王室對
哈里夫婦非哈里夫婦非
常體諒常體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科學家在一顆隕石中，發現地球上最古老的固體物
質。 網上圖片

■■約約22億人仍然使億人仍然使
用用WindowsWindows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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