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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發展中國家同減排
聯國氣候會議達歷史性協議 希

臘
後
日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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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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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緊
縮
潮

希臘國會將於周三舉行總統選舉首輪投票，若議員
未能於本月29日的第三輪投票前推舉新總統，便需解
散國會提前大選。一旦舉行大選，目前支持率領先的
在野反緊縮政黨「激進左翼聯盟」很可能獲勝，
Maverick Intelligence總經濟師格林稱這可能引發連鎖
反應，令反緊縮黨派於明年西班牙、英國等國的選舉
中大勝，動搖歐元區以至歐盟的穩定，再波及全球金
融市場。
希臘總理薩瑪拉斯希望通過推舉前歐盟環境專員季

馬斯出任總統，推遲下次大選，爭取更多時間改革。
不過獲提名為總統的候選人須獲最少180名議員支
持，執政聯盟僅得155票，薩瑪拉斯正在積極「箍
票」。
假如最終未能選出總統，希臘最快需於明年初提前

舉行大選，因緊縮政策而民望低落的執政聯盟很可能
大敗，「激進左翼聯盟」或會上台。薩瑪拉斯上周警
告，現屆政府倒台將引致希臘債務出現災難後果。

在野黨上台 恐難獲歐盟援助
「激進左翼聯盟」領袖齊普拉斯前日批評薩瑪拉斯

製造恐慌，指政府已到窮途末路，緊縮時代即將終
結。他此前承諾廢除緊縮政策並大增福利，令外界憂
慮希臘難以再獲取歐盟援助。齊普拉斯澄清自己無意
退出歐盟，稱只要聯盟上台，歐盟態度便會轉變，國
民毋須懼怕失去援助。 ■《星期日泰晤士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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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推銷擾人，他們還經常把目標轉向
較易上當的長者或其他高危人士。英國有
調查發現，這類人士接收的廣告電話數量
較一般人多60%，最極端每日多達10個，
滋擾生活之餘更增加個人資料外洩風險。
調查團體建議當局提高罰則、放寬執法標
準，打擊相關推銷公司。

全英數百萬人資料遭出售
長者接聽推銷電話後，容易因對方友善

的聲調放下戒心，最終被套取信用卡或銀
行資料。不良推銷公司設法騙取長者個人
資料，製成所謂「水魚名單」，再出售予

其他推銷
公司。
英 國

國家貿易
標 準 局
(NTSB)
最近取得
其中一份
「水魚名
單」，當中有超過5萬個電話，受害者平
均年齡73歲，NTSB認為這只是「冰山一
角」，全英估計有數百萬人的個人資料被
違法出售。 ■《星期日泰晤士報》

長者成「水魚」
日收10個廣告電話

美國多家著名媒體上周報
道，教宗方濟各暗示「動物死
後也可上天堂」，消息被全球
媒體廣泛轉載。不過梵蒂岡證
實，教宗並未說過類似言論，
包括《紐約時報》和美國有線
新聞網絡(CNN)等亦承認出錯，
把原本出於前教宗保祿六世的
話當成方濟各所說。
事緣上月27日意大利報章

《晚郵報》報道教宗的演說，
教宗指「聖經說天國之門為我
們周圍及上帝創造的萬物敞

開」，但沒特別指明「動物」。
報道另外引述保祿六世數十年
前有關動物上天堂的言論，當
時保祿六世安慰愛犬剛死去的
男童，指「我們會在主的永恆
國度與我們的動物重聚」。

■路透社

教宗「寵物上天堂」說
證為誤報

日本近日受寒流侵襲，首都東京氣
溫僅攝氏1.9度，多地降至零度或以
下，東北部連續兩日大雪導致交通混
亂。本州島一列由新潟縣開往溫泉區
的上越新幹線列車昨晨行駛時，疑遭
大雪壓斷電纜停電，300多名乘客困

在沒照明和暖氣的車廂，近3小時才
由另一列列車接走。
新潟縣積雪90厘米，青森縣著

名酸之湯溫泉區更厚達150厘米，
是日本今年首個達此厚度的地區。

北海道車禍2死2傷
札幌JR曲穗站因降雪令路軌加

熱器過熱冒煙，造成100班次停
駛。北海道函館機場因大雪關閉3
小時，12班航班取消。北海道石狩
區路面因大雪濕滑釀成車禍，造成
2死2傷。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新幹線大雪停電
300人被困3小時

■英國長者接廣告電話數量較
一般人多60%。 網上圖片

■新潟縣積雪達90厘米。電視圖片
■■教宗方濟各教宗方濟各

這次舉行的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第20次締約方大會，原定上

周五結束，但發展中國家不滿大會主席
團未事先溝通決議草案，未能體現這些
國家的訴求，故大會重新起草，各國昨
終就這份《利馬氣候行動倡議》達成協
議，作為減排目標的依據。

明年首季前提交減排目標
《倡議》首次要求全球各國參與減排，

各國承諾於明年3月31日或之前，提交
各自減排目標草案，為明年12月巴黎峰
會簽署新全球協議奠定基礎，並在2020
年起實施有關行動。國際減排目標是將
全球暖化控制在攝氏2度，相等於科學家
預計本世紀末暖化程度的一半，以阻止

暖化加劇引致極端氣候帶來的災難。鑑
於發達國家先前的草案對發展中國家構
成太大負擔，決議放寬對中國和印度等
國家的減排規定。
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指，大會達

到中國代表團預期，達成相對平衡的

結果，中國不十分滿意但可接受。有
報道認為，利馬氣候會議花太多時間
來消除分歧、攤分責任，與預期相
比，成果缺乏「雄心和力度」，可能
無法實現控制氣溫上升的目標。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衛報》

聯合國在秘魯利馬召開的《聯

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昨

日閉幕，各國代表在超時32小時

的馬拉松式會議上達成歷史性協

議，所有與會國，包括發達國家

及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首次

共同承諾減排，為明年底巴黎氣

候峰會通過議程藍圖。不過有批

評指這只是「縮水版」協議，未

符合外界預期。

■數千示威者遊行，要求停止非法
採礦、伐木及開採石油。 美聯社 ■示威者扮成各國領袖，要求大國為氣候變化提出解決方法。 美聯社

「 讓 愛 發
生」——來自
「星星的」公益

畫展日前在杭州舉行，近70幅五
彩繽紛的畫作出自10多位心智障
礙患者之手，藉此呼籲公眾關注
心智障礙患者這一特殊群體。
此次活動主辦方之一的WABC

無障礙藝途是專門為有藝術天賦
的腦部殘障人士提供藝術潛能開
發的公益機構。WABC的工作人
員介紹，畫畫是這些孩子與自己
相處的最好方式，組織提供的藝
術引導對於心智障礙群體有一定
的輔助康復作用，讓他們的注意
力集中在繪畫、音樂、陶藝上，
不但可以幫助他們穩定情緒，還

可以讓他們培養一些興趣愛好。
此次展覽共展出100件作品，

當天展出近70件，每幅的認領
價300元，所得捐款部分以版稅
形式回報給作者。
第一位買下作品的周先生說，

作品《如果雲知道》雖然畫面很
簡單，但很有寓意，給人很多想
像空間。他認為，對於心智障礙
群體來講，他們心中也有一個很
美好的世界。這次買這幅畫，一
方面是因為喜歡該幅作品，另一
方面也是希望通過這一形式對小
孩子的努力給予肯定，也希望孩
子們多畫一些好的作品，今後能
和正常的孩子一樣生活。

■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

捐父母遺體被捐父母遺體被斥斥「「不不孝孝」」

志願志願者者66年搬家年搬家33次次

銀行擺烏龍 川女離奇進賬近5億

12月12日，身長15米左右的放大版超級英雄巨型蜘蛛
俠「爬」上重慶一商業高樓的樓頂，做出標誌性動作，吸
人眼球。 中新社

�

百幅心智障患者畫作杭州展百幅心智障患者畫作杭州展

蜘蛛俠「爬」重慶高樓

■江蘇南通市民自建的「漂浮屋」。網上圖片

■內裡設有藤椅和茶几。 網上圖片
■顯示進賬的銀行交易憑條。 網上圖片

■■展覽吸引了眾多市民展覽吸引了眾多市民
觀展觀展。。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周頌英在遺體捐
獻紀念園內悼念父
母。 網上圖片

年近五旬的周頌英表示，就因為遵
照遺囑把父母的遺體捐獻了出

去，她在世俗眼光中飽受「罵名」。
不理解的鄰居和親友認為，周頌英讓
已故父母接受「千刀萬剮」，而非
「入土為安」，這是「不孝」。
周頌英的父母在2002年填寫了捐獻

遺體志願書，成為蘇州首例夫婦遺體
共同捐獻者。同年3月，37歲的周頌英
繼父母之後，也選擇成為捐遺志願
者。
2006年4月，周父去世後，成功完成

了遺體捐獻。這個消息傳開後，「鄰居
和親戚都說我不孝，問我『是不是沒錢
給父親買墓地』」，周頌英說，還有人
要求她將父親的遺體「要回來」。
為照顧臥病在床的母親，也為了避

開鄰居的指摘，當年，周頌英選擇了
搬家。但還是時常遭到揶揄，2007
年，她不得不再次搬家。
2008年5月，周母離世，周頌英為其

完成遺體捐獻。此時正值周頌英工作調
動，在新單位收到紅十字會寄來的捐遺
證書，事情又傳開了。「乾脆就單幹

了」，周頌英辭去幼兒園
教師的工作，做起了非醫
療健康諮詢師。

女兒也加入捐遺行列
周頌英現年25歲的女兒也加入了

捐遺行列。她在23歲時選擇了捐遺，但
從不在單位提起，「同事都不知道」。
社會的不理解，給捐遺志願者的工

作帶來難題，但周頌英也感受到，儘
管反對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已經在
慢慢好轉了」。

日前，在四川南充發生一離奇事件，蓬安
縣海事處一女職工的銀行卡上離奇多出4.96
億元，該女職工主動找銀行退還，並獲得單
位嘉獎，事件引發當地民眾高度關注。
據當地媒體報道，該女職工名叫母萍。

母萍表示，12月11日中午11時30分左
右，家中來了客人，她正忙着做飯。突

然，手機短信提示音響起，她拿過手機一
看，是有錢進賬，而且是一長串數字。母
萍放下手中的活兒，仔細數了幾遍顯示的
數字，這一數居然嚇了她一大跳，進賬有
4.96億元之巨。母萍當時人都懵了，但後
來一想，很可能是詐騙短信，於是決定下
午去提款機上查賬。
當天下午2點鐘左右，母萍拿着這張卡

來到南充市商業銀行東風支行，在提款機
上進行查詢，發現竟真有一筆4.96億元的
巨款進賬。母萍意識到很可能是銀行搞錯
了。於是，她找到南充市商業銀行東風支
行櫃枱說明情況，工作人員遂將母萍帶至
營業部，最終成功退還這筆巨款。
「看到這麼多錢不動心那是假的，可這

不是自己的錢，那當然不能也不敢動
啊。」母萍說，單位知道這件事後，對她
進行了嘉獎。而銀行方面對此事未作出回
應。 ■記者 李兵 綜合報道

遵照父母生前的意願，當他們過世時，周頌英把

父母的遺體先後捐獻出去。然而，她沒有料到，此

後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鄰居和親友們

「異樣的眼光」中。12月9日，周頌英帶着女兒搬

入一處新居，這是她6年來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

搬家，都是為了逃離周遭的「揶揄」。 ■澎湃新聞

江蘇省南通市軍山
景區南側山腳下的一
處河面上，日前漂浮
着一個約30平米的
小木屋，小木屋是由
鋼管、角鐵、木材及
玻璃製作而成，固定
在由塑料桶組成的
「浮床」上，房間內
安裝了空調及照明設
施，並放置了藤椅、
茶几等物品。漂浮的
小木屋用木橋與岸邊
連接，旁邊繫着的繩
索可以控制房子在河
面漂移。如此豐富的
配置和設置，加上四
面環水的環境，在房
屋內休息也算是舒適
清幽。

■視覺中國

江蘇市民自江蘇市民自建建「「漂浮屋漂浮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