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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搖滾樂之父」的美國傳奇歌手Chuck Berry，

前日在寓所被發現不省人事，經搶救後證實不治，享年

90歲。在黑人人權不受重視的年代，Chuck是首批擁有

廣泛白人聽眾的黑人歌手，他畢生獲獎無數，自創「鴨

步」堪稱經典，作品啟發一整代的搖滾結他手，當中尤

以1958年的《Johnny B. Goode》膾炙人口。已故披頭

四主音約翰連儂曾經說過，假如要為搖滾樂起一個別

名，最適合的莫過於「Chuck Berry」。

擅彈結他的Chuck生於密蘇里州一個黑人中
產家庭，自幼接觸音樂，15歲便首次在學

校登台表演。1955年Chuck到芝加哥發展，他
本來專攻藍調，後來發現白人聽眾對鄉村音樂更
受落，因此融合兩者，並加入電子元素及誇張表
演風格，成為搖滾樂雛形。

代表作隨太空船升空
Chuck也擅於填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卜戴倫

曾將Chuck譽為「搖滾界莎士比亞」。Chuck的
作品環繞青年、浪漫，既艱澀亦幽默，偶而帶點
色情，在戰後嬰兒潮一代中大受歡迎。最膾炙人

口 的 歌 曲 有 《Maybellene》 、 《Johnny B
Goode》、《Roll Over Beethoven》。美國1977
年發射無人太空船「旅行者1號」，揀選一系列
音樂作品供「外太空聽眾」欣賞，代表搖滾樂的
正是《Johnny B Goode》。
黑人人權在1950年代仍未得到廣泛關注，

Chuck當年被控觸犯一條罕有被引用的法例，遭
清一色白人陪審團判有罪，入獄1年半。Chuck
出獄後性情出現轉變，雖仍繼續創作歌曲，但保
持低調，避免成為媒體焦點。
1984年，Chuck榮獲格林美獎終身成就獎，兩

年後成為首批入選「搖滾名人堂」的歌手。

Chuck在1987年罕有受訪，將「搖滾樂之父」
稱號推讓給「貓王」皮禮士利等搖滾樂手。

今年再推大碟 詎料成遺作
Chuck去年慶祝生日時，宣佈於今年推出38年

來首張大碟《Chuck》，想不到成為他的遺作。他
當時說過要將大碟獻給妻子，「我老了。我付出很
多時間製作這張大碟，如今我可以退休了！」
搖滾巨星Bruce Springsteen稱，Chuck是有史以

來最偉大的純搖滾作家；滾石樂隊對Chuck離世極
度惋惜；小說大師史提芬京則指，90歲才去世，對
搖滾歌手來說還不壞。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Chuck Berry生前多次惹上官非，
曾經干犯搶劫及逃稅等罪行，數度
進出監牢。
Chuck於1944年參與持械搶劫及搶

車罪成，被判入感化院10年，服刑3
年後獲釋。1959年，Chuck在得州遇
上一名14歲少女，邀請對方到他名下
的夜店工作，但少女不久後被解僱，
並因賣淫被捕，當局指Chuck出於不
道德的理由，將少女帶到另一州份，
觸犯《曼恩法》，1962年被判入獄1
年半，幾乎摧毀他的事業。
Chuck出獄後仍官非纏身，他1979

年逃稅罪成再度被判入獄，服刑4個

月。1990年，一名59歲女子聲稱，
Chuck在他名下餐廳的女廁裝設攝錄
機，警方同年搜查他的住宅，發現大
麻、武器，以及偷拍女子如廁的片
段。

被指請槍 前鋼琴手代作曲
此外，亦曾有人質疑Chuck的作

品，是由他的前鋼琴手約翰遜請槍作
曲，他只負責填詞。約翰遜2000年入
稟，聲稱他與Chuck共同創作大部分
歌曲，要求賠償，但最終因追溯期已
過而不了了之。

■《衛報》/路透社

生前3度入獄 險毀歌唱事業

緬甸東部孟邦昨日有數千名少
數族裔居民示威，抗議政府擬把
當地的薩爾溫大橋改名，以緬甸
全國民主聯盟(NLD)領導人昂山
素姬的父親昂山將軍命名。
在緬甸佔人口大多數的緬族雖然

視昂山將軍為國家英雄，但大批少
數族裔批評他執政時，未有履行下
放權力和實行聯邦制的承諾。這次
示威進一步凸顯政府與少數族裔之
間的分歧，或影響NLD下月的國
會補選選情。 ■法新社

緬擬昂山父命名大橋
惹怒少數族裔

美國國防工業巨擘洛歇馬丁表示，以目前
科技水平，足以在2028年前建立圍繞火星軌
道運行的載人基地，太空人會在基地內逗留3
年，進行科學研究，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
計劃於2030年載人登陸火星鋪路。
基地由兩個「獵戶座」太空船組成，最

多可讓6名太空人居住，他們會進行實時
科學探測、分析火星岩石及土壤樣本，以
及選定太空人登陸火星的理想地點。
洛歇馬丁正進行「獵戶座」組裝工程，預

計明年在不載人下發射升空，前往火星軌道
進行測試。 ■《星期日郵報》

「搖滾樂之父」
Chuck Berry逝世

洛歇馬丁：
10年內可建火星軌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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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ck BerryChuck Berry為首批擁有廣為首批擁有廣
泛白人聽眾的黑人歌手泛白人聽眾的黑人歌手。。圖為圖為
他於他於20082008年的演出年的演出。。 路透社路透社

■■招牌招牌「「鴨步鴨步」」 ■■與約翰連儂合唱與約翰連儂合唱

有網友昨日發圖稱，在北京野生動物園自駕
區，有人不聽勸阻下車。北京野生動物園工作
人員稱，網傳自駕遊下車圖片確係該園白虎園
區。北京公安局發微博提示：老虎不是吃素
的！
網友發佈的其中一張照片顯示，在林間公路

上，一名灰衣男子與兩名兒童站在一輛白色車
外，前方黑色車輛車窗打開。另一張照片中，
有五六人站在車外。隨後，北京野生動物園的
市場部姜姓工作人員表示，網上圖片顯示的環
境確實是野生動物園白虎園區。但遊客是否為
不聽勸阻下車，園方仍在了解。
上午11時，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
北京」轉發圖片，並稱：難道這麼多血的教訓
還叫不醒你：北京野生動物園自駕區，一家人
多次下車，工作人員已勸阻兩次。「平安北京
再次再次提醒：老虎不是吃素的！」
據北京野生動物園工作人員介紹，該園分為

三大遊覽區，步行遊覽區、自駕遊覽區和猛獸
體驗區，而白虎園區屬自駕遊覽區。該園自駕
遊園區禁止遊客下車，每個點都會安排人員進
行勸阻，但允許遊客開車窗或天窗遊覽。

■《新京報》

部分遊客在北京天壇公園內過度取
用廁紙的不文明行為，曾引發社會的
廣泛討論。天壇公園昨天上午開始，
在園內部分公廁試點「人臉識別廁紙
機」，利用技術手段控制廁紙使用
量。現場可見，從人臉識別到自動出
紙，機器大概用時十餘秒，據悉在試
用該機器的三天時間內，平均每天的
廁紙使用量減至原來的五分之一。
有試用者表示，只要站在廁紙機對

應的特定識別區，面朝人臉識別屏
幕，全程十幾秒就會有廁紙從出紙口
滑出，「由於機器現在還在調試階
段，現在設置的出紙長度為每次60厘
米至70厘米，由原來手動廁紙機的單
層紙改成了現在的雙層紙。」工作人
員說，「目前我們設置了同一個人每
隔九分鐘可取一次紙，如果遇到有市

民拉肚子或者其他急需用紙的情況，
我們的現場工作人員會為市民直接提
供廁紙。」對於部分不熟悉這新事物
中老年遊客面對有些犯怵，園方則安
排了公廁工作人員和保潔員上前提示
和幫忙。

用家擔心阻救「急」
據了解，引進這新型廁紙機以後，

廁紙用量由原來每天的20卷減至現在
的4卷。一些在公園早鍛煉的市民
說：「就該這樣，以前看到不少在這
抽紙抽個沒完的人，這麼沒素質的事
就只能用這種高科技的招兒來管
管。」但亦有部分市民表示擔心：
「就怕萬一哪天碰上緊急情況，當時
工作人員又不在，機器要是再不好
使，那可就『蝦米』（北京俚語，意

指完蛋）了。」對此，天壇公園相關
負責人表示，試用期間一定會保證開
園時間內都有工作人員在現場進行保
障，後續是否全園都進行這種廁紙機
的使用還要看情況。■《北京晚報》

雲南昭通鹽
津廟壩村民上周
四（16 日）在
玉米地裡發現了
一隻類似蜘蛛的
生物，外形奇
特，屁股圓圓
的，上面還有花
紋。經查詢，這是一種學名為里氏盤腹蛛的罕
見蜘蛛，在中國一共只發現過六隻。
據稱，里氏盤腹蛛為螲蟷科盤腹蛛屬的動

物，從其形態特徵來說，是最符合中國文字記
載最早的蜘蛛之一，又名金錢活門蛛。金錢活
門蛛性格溫順，除了狩獵之時出來，否則留在
巢內。其尾部呈圓形，有圖紋，似古代銅錢而
得名，數量稀少，非常名貴。 ■封面

中國郵政今日
趁春分日發行
《春夏秋冬》特
種郵票一套四
枚，圖案內容分
別為「春燕剪
柳」、「夏荷戲
水」、「秋雞鳴
穗」和「冬雪映
梅」，全套郵票
面值為5.4元人民幣。
該套郵票中，「春」來微風和煦、兩岸柳揚，
一群幼童在放風箏；「夏」時孩子們搖着小船穿
梭在荷花蕩，有的頂着荷葉帽，有的擺弄着手中
蓮花；「秋」日雲高萬里，遍佈金黃色調，孩童
們忙着收稻穀；「冬」有飄雪漫天、梅紅綻放，
女兒家在忙着貼福字、放鞭炮。這些生動的場
景，充分表現春天的生機盎然、夏天的欣欣向
榮、秋天的豐收喜悅、冬天的喜慶祥和。

■新華社

四季特種郵票今發行

雲南發現罕見金錢蛛

又有遊客闖虎穴
警囑「牠不是吃素的」

京公園新廁紙機 能識人臉減用量

鄧麗君父親的故居，就坐落
在鄧台村中心的麗君廣場

旁。原本破敗的舊房已按照原
貌修葺一新，屋內陳設如初，
供遊人觀瞻。門前的兩棵「同
心榆」發出新芽，只有一段略
微坍塌的土坯牆仍保持着舊
貌。
作為亞洲著名歌手，鄧麗君

曾贏得「十億個掌聲」等讚
譽。她生前演藝足跡遍及日
本、美國、東南亞以及中國等
地區，發表超過1,000首歌曲。
1995年5月8日，鄧麗君因支氣
管哮喘發作辭世。此後，中國
各地的「君迷」每年都會來到

大名縣鄧台村，用自己的方式
紀念鄧麗君。於是，當地政府
2016年4月開始圍繞鄧台村打
造「麗君小鎮」，不僅修葺了
鄧家祖宅，還新建了麗君廣
場、咖啡屋、酒吧等設施，鄧
麗君的歌聲「回蕩」在小鎮的
每個角落。

半年遊客逾20萬人次
來自山東德州的范長銀夫婦

上午 7 時剛過就趕到了鄧台
村。「我們夫妻兩人都是鄧麗
君的忠實粉絲。這次去鄭州雖
然不順路，但仍要藉這個機會
過來看看，懷念一下鄧麗

君。」范長銀說，「麗君小
鎮」的美讓他倍感驚訝。
據當地官方統計，「麗君小

鎮」自去年10月建成以來，半
年間接待的遊客量已超20萬人
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君
迷」。「麗君小鎮」的建設，

讓原本偏僻落後的鄧台村煥發
了生機，外出打工的村民也紛
紛返鄉創業。「麗君雖然沒有
回來過，但她卻在影響着故
鄉，如果她在天之靈能看到故
鄉的變化，相信也一定會非常
開心。」村民田景友說。

「麗君小鎮」煥生機
偶像元素吸引歌迷朝聖

早春的第一縷陽光灑向樹梢時，地處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的鄧台村已是炊煙裊裊。

村旁矗立的鄧麗君塑像前，一捧花束靜靜地擺放在那裡。不遠處的麗君廣場上，幾名

孩童圍着水池追逐嬉戲。青磚灰瓦間，現代元素混搭着明清遺風，牆壁上隨處可見

「跳動」的音符。鄧台村，這個只有600人口的小村莊是鄧麗君的祖籍地。 ■中新社

■中國郵政趁春分發行《春
夏秋冬》特種郵票。

網上圖片

■金錢活門蛛因尾部圖紋
似銅錢而得名。 網上圖片

■鄧台村的建築處處流露鄧麗君元素。 網上圖片

■北京野生動物園工作人員稱，網傳自駕遊下
車圖片確是該園白虎園區。 網上圖片

■「人臉識別廁紙機」使天壇公園的
廁紙使用量減至原來的五分一。

網上圖片

■鄧麗君生前紅遍日本、美
國、東南亞以及中國。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