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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機場代客泊車風靡 北 上 廣
一日僅需9元
次、出境遊近 600 萬人次。出遊大軍開車去機
場需要支付高昂的機場停車費，因此也讓不
少人即使身負多件大行李，亦只能無奈選擇
公共交通出行。這個國慶大假因為有互聯網
公 司 適 時 推 出 的 App 在 線 預 訂 代 客 泊 車 服
務，使出行人群頭痛的難題得以解決。

日前，內地最大的在線旅遊公司攜
程發佈首份《國慶長假機場代客

泊車報告》。報告顯示，機場代客泊
車服務由於省時省錢效率高廣受歡
迎，國慶期間，平均每次費用約在 70
元（人民幣，下同），平均每日泊車
花費在 19 元左右，相比機場泊車節省
約 200 元。時間上，泊車加上取車平
均則只需 2 分鐘。攜程為了進一步便
利遊客，目前已增加火車站代泊服務
和機場附近泊車服務，並推出「9 元停

﹁
﹂

剛剛結束的國慶長假中，國內遊近 6 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藍色瞳孔能夜視
廣西 貓眼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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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州市民使用代客泊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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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活動。「代客泊車+便捷登機」
的便利模式再一次為市民提供了貼心
服務。

智能監測予客信心
已多次使用過多個相關 App 代泊服
務的景先生告訴記者，代泊非常方
便，在相關 App 預訂後，到機場就有
工作人員在等而且服務周到、規範，
價格也非常實惠。據他回程取車的體
驗，相比自己以往在機場提車、取車

再駕車到番禺所花費的時間相比，至
少省去了半小時。
據了解，在交車過程中，代泊司機
不僅會拍照記錄里程數和剩餘油量，
還會繞車檢查，記錄車身「疤痕」，
以作為數日後「完璧歸趙」的依據。
交車後，車主可以使用專屬 App 並打
開GPS功能，監測行車軌跡。
這份報告也顯示，上海、北京、廣
州是選擇機場代客泊車服務最多的三
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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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便帶着兒子到縣城醫院看
病。「醫生說等他長大就會好
的，稍大一點帶他檢查視力也正
常，眼睛既不痛也不癢的，所以
我們也沒多在意。」但隨着年齡
增長，農有穗的眼眸子依舊是藍
■農有穗天生擁有一對藍色「貓 色的。「農有穗跟同學去田裡捉
眼」。
網上圖片 蟋蟀，大家打手電筒找着都費
廣西橫縣一名9歲男童並不是混 勁，只有他不用手電照明也能看
血兒，卻天生一對藍色眼珠，更神 到，而當手電略過他臉上時，他
奇的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屋 的眼睛跟黑暗裡的貓眼睛一樣，
裡，他可以看書寫字。這名男生是 反射着亮光。」農有穗父親如是
廣西橫縣南鄉鎮大化村小學二年級 說，於是當地流傳着農有穗是貓
的學生農有穗。經醫生診斷後表 投胎轉世來的流言。
示，農有穗情況屬先天性遺傳缺
隨後農有穗父親將其帶到南寧
陷，目前醫學上並無有效治療方 問診，廣西民族醫院眼科主任盧
法，但幸運的是，該遺傳缺陷並不 林德表示，農有穗不僅眼球虹膜
會影響男童正常的生長發育。
上的色素細胞缺乏，而且連視網
膜上的色素細胞都沒有，令他的
目光勝電筒
瞳孔呈藍色。同時夜視能力比常
農有穗父親向記者表示，兒子 人要強，原理和夜行動物非常相
出生 2 個月後，就有親戚朋友說 似。
感覺農有穗的眼睛有點異樣，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江西展海昏侯墓文物 350件金器吸睛
昨日，「驚世大發現—南昌漢代海昏侯國出
土成果展」在江西省博物館正式開幕，展出劉
賀墓及其墓園出土的文物922 件，涉青銅器、
陶瓷器、金器、玉石角器、竹木漆器等多個品
類。展品中最具特色的是，包括玉印、金器、
玉器等在內的海昏侯劉賀的貼身精品物件悉數
亮相。其中 350 件金器採用規模化、精品化呈
現，予人視覺上的衝擊和震撼。
■是次展出海昏侯墓中大量文物。

四大展區重現侯國

■高昂的泊車費用一直困
擾內地民眾。
擾內地民眾
。 網上圖片

其中，「驚現侯國」部分展現了歷時五年
的發現、發掘歷程和侯國遺址、劉賀墓園的
考古研究成果；「王侯威儀」部分，從禮樂
宴饗、車馬出行、酎金積貯、生活風尚四個
方面，讓觀眾透過精美珍貴文物了解漢代歷
史及工藝水平。「墓主劉賀」部分，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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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墓主的完整證據鍊，並通過文獻記載和
考古成果對墓主劉賀進行還原及解讀；「保
護共享」部分向人們介紹此次考古工作的文
保理念和方法，以及未來對海昏侯國遺址的
規劃展望。據悉，這一展覽將作為江西省博
物館一個固定專題陳列，長期對公眾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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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傳出一處農莊私養 量眼鏡蛇外逃事件才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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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區委宣傳部表示，目前已從上海緊
的 200 多條孟加拉眼鏡蛇幼蛇出逃，當地官
方前天深夜證實這項傳言，並表示眼鏡蛇
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急調運防蛇血清，並組織人員，於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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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 月下旬流出，雖陸續捉回、打死幼蛇約 午對養殖場方圓 5 公里範圍，開展地毯式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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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條，仍有50多條下落不明。當地民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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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村幹部反映家中出現眼鏡蛇，這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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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河南林州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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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帶，樸實渾厚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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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師生寫生、繪畫、
攝影。據統計，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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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科學家研
「超級蠶絲」
仠仠
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測試表明，加固後的絲的強度是普通絲
清華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納米快報》
（Nano Letters）上刊文稱，食用碳納米 的兩倍。 此外，加熱至1,000度並加固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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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石墨的蠶可吐出更牢固的絲。為了 絲還具有導電性，這是普通絲所不具有
的。預計加固後的絲可被用於生物降解的
得到更牢固的絲，研究人員向蠶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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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葉上噴灑包含碳納米管或石墨稀的水 醫用植入物及環境友好的可穿戴電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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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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