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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香鯨困深圳海域抹香鯨困深圳海域
聲納受損聲納受損 難覓歸路難覓歸路

12日是孫中山逝世92周年紀念日，記者了
解到，《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史料
展》目前在廣東省廣州市孫中山大元帥府紀
念館熱展。展覽中的上百幅重要歷史圖片、
十餘件展品，披露了孫中山與他忠實的海外
追隨者宮崎滔天的情誼。
宮崎滔天，是孫中山最重要的國際友人之

一，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要支持者。
據了解，數十件展品實物中包括了孫中山

與宮崎滔天筆談的殘稿。在其中一份筆談殘
稿中，孫中山寫道，「食在廣州，着在蘇
州」，這也是孫中山早年對廣州飲食文化留
下的真跡記載。 ■大洋網

動物園裏的動物到底有多能吃？據湖北
武漢動物園統計，園內約有2,000隻動
物，每日至少吃掉一噸食物。但工作人員
稱，這還不是他們每天採購的全部食物，
如猛獸區吃的肉類、鳥禽吃的各種魚都不
包括在內。

葷素搭配 營養均衡
「別小看這些普通的食物，牠們吃的可

都是『官糧』，有的動物伙食標準比我們
高得多。」工作人員汪明權表示，根據國
家相關法規，公立動物園動物的食物必須

由政府公開招標採購，食物品質、安全都
得到嚴格保障。
園內「動物食堂」的操作間跟人類廚房
作用差不多，地上擺放着十多個菜籃，裡
面有蘋果、紅蘿蔔、雞蛋、青瓜、紅薯等
食材。據悉，這些食材會根據不同動物的
需求，加工成不同成份比例的飼料。從紅
鸛的食譜顯示，17隻紅鸛每日要吃1.5公
斤大黃魚、1.5公斤蝦米、1.5公斤番茄、
17隻雞蛋，可謂是葷素搭配，營養均衡。
其中「飯量」最大的要數大象，兩隻大

象一日光草料便要吃掉400多公斤；吃得

最講究的要算是天鵝，除粟米、高粱、雞
蛋等主食外，亦有泥鰍、小魚、蝦皮等，
飯後甜品還有桔子、提子、香蕉、蘋果
等。而天鵝一周的菜譜品種，更是超過20
種。
不過要求嚴格的，可算是國寶大熊貓。

雖然大熊貓的食譜沒天鵝複雜，但每日飲
食都是遠在四川的中國大熊貓保護教育中
心所研究制定好的。如大熊貓每日吃的竹
子，其生長區域、竹徑、生長期、竹子微
量元素含量等都有詳細規定；其他如窩窩
頭的成份比例，精確程度更達到克。而該
份國家制定菜譜權威性很高，各地動物園
必須按譜「做飯」，不能自行變更。

■騰訊網

武漢動物園「食堂」兩千張嘴日食一噸

12日，在深圳大鵬新區楊梅坑對開海域，有漁民發現一條成年
抹香鯨，長度超過12米，重約3噸，
身上和嘴裡都有漁網，被困淺海。經
過漁政、潛水教練等多方幫助下，抹
香鯨被成功解救，但卻一直在大鵬及
惠州海域徘徊，並未遠去。抹香鯨是
群居動物，會受同伴聲音吸引。經
過專家檢查，其聲納系統出現問
題，因而「迷路」游到了水深
僅1-2米的淺海。

體力透支仍淺海徘徊
昨日上午，記者
在現場看到，現
場救援人員通
過敲打船隻發出
不規則聲音，試圖
驅趕抹香鯨，但收

效甚微。抹香鯨聲納受損

使其不能辨別方向；長期未進食令其
體力不支，且腹部擦傷，左鰭受傷，
非常虛弱，盲亂游走時更曾一度失去
方向，調頭游回淺海灘。
經過救援人員現場檢查，發現抹香

鯨嘴裡有很多漁網，在使用潛水專用割
線器清理漁網之後，抹香鯨終於漂浮在
海面，沒有下沉。與此同時，營救人員
買來魷魚，通過往其嘴邊拋擲的方式為
其餵食，借此補充體力。為防止其再次
擱淺，救援人員調動6條小漁船將其包
圍，利用漁船的螺旋槳的水流反推力，
努力阻撓其往淺海灘游，並成功將其引
導至3-5米的海域內。

自行游回 減二次傷害
昨日午時，中山大學鯨豚專家與廣

東海洋大學深圳研究院專家攜帶聲納設
備抵達大鵬，通過使用動物聲吶，引導
其「回家」。漁政部門和中國海警的船

隻則將抹香鯨圍出直徑一海里的管制區
域，確保聲吶使用不受干擾。
經過長達一個半小時引導，聲納效

果並不明顯，抹香鯨仍未離開淺海。
專家啟動新方案，試圖再次通過不規
則敲打船的方式，直接驅趕抹香鯨。
下午3時許，抹香鯨經驅趕後，已經
往惠州的深海方向游動。但是到了傍
晚，經過海浪的衝擊，抹香鯨又被衝
回淺海區域。有人建議將牠直接拖回
大海，但多方意見認為，為了不讓抹
香鯨受到二次傷害，決定還是讓他自
己游，盡可能減少牠的二次傷害。
據現場救援人員介紹，抹香鯨游動

的方向是往深圳海域，如果牠不再原地
徘徊，而是一路向南，大約游十幾海里
就是外海。據悉，要抵達30海里以外
的三門島附近的外海仍有近5-7個小時
的時間。救援人員在盡力為抹香鯨餵
食，希望牠能存夠體力游向外海。

一位來自河南省襄城縣庫莊二中九（3）
班的班主任程老師，近日通過智能攝像機將
課堂畫面分享給家長，利用高科技手段幫助
教學。
起初，為了增強家長與留守兒童的溝通，

減少交流成本，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程老
師便在徵得學校、家長及同學們的同意後，
在教室內安置了網絡攝像頭，將課堂畫面分
享給家長們，讓留守兒童的家長能夠在千里
之外看到孩子的學習情況。不料，該想法一
經實施，瀏覽點擊量顯示已經有2萬多人
次。
據程老師介紹，自己班中的學生大多為留

守兒童，外出打工的「家長們都很樂意看到
自己的孩子」。此舉能夠讓留守兒童在成長
過程中獲得家長更多的陪伴，這對他們的學
習成績的提升和良好性格的養成都有幫助。

■華聲在線

河南教師直播上課
留守兒童父母千里可看

孫中山筆談稿讚「食在廣州」

一 頭
被漁網

困 住 的
12米長抹
香鯨近日游
到了深圳大鵬海
域近海，經過多方
解救後成功脫離了漁
網，但其聲納系統已經受
損，體力透支，一直在淺海徘
徊。目前，抹香鯨已成功游向距
離大鵬淺海岸邊兩海里處，但由於
距離三門島附近外海仍有30多
公里，抹香鯨能否順利游

向深海仍是未知。據了解，
香港海洋公園專家與中山大學

專家溝通後，或於今日趕
赴深圳參與救

援。

■在武漢動物園有上千隻動物，每日至少吃
掉一噸食物。圖為工作人員在處理食材。

網上圖片

■市民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認真地
看展覽。 網上圖片■■抹香鯨在噴水換氣抹香鯨在噴水換氣。。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參與救援的漁船參與救援的漁船。。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濟南生育婦女將享返崗培訓
山
－
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
東報道）記者近日獲悉，山東濟南出
台《濟南婦女兒童發展狀況「十三
五」規劃》。針對當前兒童安全問題

多發頻發現狀，新規劃增設了「兒童與安
全」發展領域，並首次提出為生育婦女提
供返崗培訓，以及在公共場所和育齡女職
工較多的用人單位設立「母嬰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

安報道）為進一步充實高校科研教

學實力，陝西18所高校將於3月18

日起在美國連續舉行多場高層次人

才招聘活動，引才類別涵蓋「領軍

人才」、「青年千人」、「青年拔

尖人才」等多個項目，提供崗位近

千個。據悉，此次赴美招聘也是陝

西高校首次大規模組團赴海外引進

高端人才。

陝西高校首組團赴美攬才
提供近千崗位 涵蓋能源航天等領域

本次赴美招聘高校包括西安交通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長安大學、西北大學等多所「985工程」和
「211」重點建設大學。這些高校不僅教育
資源富集，特色鮮明，且有多個學科位居中
國乃至世界前列，同時擁有眾多國家級、省
部級實驗室和科研中心。3月18日至22日，
這些高校將在美國波士頓、紐約、華盛頓、
三藩市等地先後進行招聘。

提升教育水平 助力經濟轉型
記者檢索「陝西省高校赴美招聘崗位一

覽表」發現，本次海外引才涉及能源與環
境、空天與材料、生命醫學、電子信息、
工程等多個學科，待遇非常優厚。其中西
安交通大學「青年拔尖人才」招聘，除了
為入選者提供包括學術團隊、研究平台、
家庭住房、子女入學等方面優良的工作條
件和生活待遇外，還提供充足的科研資源
支持，及相適應的科研啟動費，力爭使其
成為學術帶頭人或學科領軍人。

以航空、航天、航海（三航）工程教育和
科學研究為特色的西北工業大學，則為海外
高端人才量身定做了完整的發展計劃，除了
提供60萬元-100萬元的年薪（稅前），還
為全職在校工作專家提供住房一套，以及不
低於30萬元的安家費。此外，招聘的海外
人才如果入選「青年千人計劃」，除國家提
供的科研經費外，學校還將提供配套科研經
費200萬元-300萬元。

陝西省教育廳相關人士表示，陝西目前
的發展需要吸引大量高端人才，並將其轉
化為知識優勢、科技優勢、產業優勢，以
加快陝西重點產業發展，推動產業升級與
經濟轉型。此次赴美為高校招聘高層次人
才，不僅將進一步提升陝西教育對外開放
質量及水平，推動陝西教育快速發展，同
時亦為陝西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
和智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建報
道）記者日前從福建省體育工作會議上獲
悉，2015年福建省體育產業完成總產出
（總規模）3,138.72 億元（人民幣，下
同），GDP穩居全國第一。今年，福建省
計劃投入體彩公益金7,950萬元，推進全民
健身場地設施建設。

完善社區15分鐘健身圈
據介紹，2016年，福建省共投入體彩公

益金7,080萬元，新建120個多功能運動
場、50個室內健身房、50個籠式足球場和
10個拼裝式游泳池；爭取中央轉移支付
2,081萬元，支持各地建設全民健身設施29
個；安排300萬元專項資金，引導支持各
地對使用壽命到期和損毀的全民健身路徑
器材進行更新；城市社區15分鐘健身圈不
斷完善；各地也通過多種形式完善群眾身
邊體育設施，新建了一批健身路徑、體育
公園。

福建省體育局局長王維川表示，2017
年，為推進福建省體育工作的有效開展，
福建將建立落實《全民健身實施計劃》的
工作機制，推進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和
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
其中，2017年計劃投入體彩公益金7,950

萬元，用於新建120個多功能運動場、60
個籠式足球場、50個室內健身房和30個門
球場，不斷完善城市社區15分鐘健身圈建
設。

福建擬投近8000萬推全民健身

■福建今年將推進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
圖為福州晨練的老人們。 記者蘇榕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
疆報道）最新數據顯示，在「一帶一
路」國家戰略下，新疆已經累計開通
國際道路運輸線路111條。線路數

量、里程長度居全國第一。據悉，在111
條國際道路運輸線中，國際客運線路54
條，國際貨運線路57條。同時，中斷7年
的中巴國際道路運輸直達恢復通行。全年
完成國際道路運輸客運量68.3萬人次，貨
運量346萬噸。

國際道路運輸線達111條
新
－
疆

三亞海上巴士啟航
緩解景區交通擁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南報
道）從海南三亞市區鹿回頭碼頭出發，
途徑天涯海角景區後，抵達南山文化旅
遊區的海上巴士航線日前開通，讓遊客

可體驗乘船遊三亞的別樣旅途。標誌着三亞
以市區為中心的水陸互動、灣區互聯的海上
旅遊交通網絡正式運營。
該航線由有350個客位的「海琨」號高

速客輪執航，乘客可在三亞鹿回頭公共遊
船碼頭、天涯海角碼頭、南山景區觀音苑
碼頭等地購買船票。目前，該航線每天開
行2班次，全程約26海里，票價為90元
人民幣。由於與景區相連，旅客登船時，
需同時出示船票和景區門票。

海
－
南

■■海上巴士海上巴士「「海琨海琨」」號號。。
通訊員陳文武通訊員陳文武 攝攝

■■陝西高校科研實力雄厚陝西高校科研實力雄厚。。圖為由西安交通大學主導的圖為由西安交通大學主導的「「中國中國
西部科技創新港西部科技創新港」」日前正式啟動建設日前正式啟動建設。。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神州大地地方視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