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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矽谷初創企業Juicero去年3月推出一款智能榨汁機，吸引不少人的興趣，成功集資1.2

億美元(約9.4億港元)，投資者更包括Google風險投資基金。不過，傳媒其後揭發這部「高科

技」榨汁機，速度其實連人手榨汁也不如，被批評為「今年矽谷最大騙局」，一眾趨之若鶩的

人更被媒體嘲諷。Juicero前日宣佈正式結業，顧客可於90日內申請退款。

智能榨汁機最初售價高達699美
元(約 5,473 港元)，聲稱具備

WiFi功能，可利用掃描器掃描生果
包的包裝，確保不會使用過期生
果，但此機僅可使用Juicero官方出
品的生果包，每包售5至7美元(約39
至55港元)。

生果包實為濃縮果汁
Juicero創辦人埃文斯曾自稱「素
食界的(蘋果公司已故掌舵人)喬布
斯」，他吹噓榨汁機可產生4噸力
量，將生果的精華擠出，結果吸引
許多人追捧，名嘴奧花雲費也曾替
榨汁機宣傳。

今年4月， 媒體揭發所謂生果包
只是濃縮果汁，榨汁機只是將果汁
從包裝擠出，記者測試用雙手按壓
生果包，榨出果汁的速度比機器還
要快，而且生果包上已標明食用日
期，根本無需機器確認，榨汁機變
相毫無用處。
事件揭發後，Juicero一度將榨汁
機減價至399美元(約3,124港元)，又
聲稱將研發一款售價 200 美元(約
1,564港元)的第二代產品，但依然無
人問津，Juicero前日終於在官網宣
佈結業，承諾會向購買榨汁機及生
果包的顧客退款。

■《衛報》

9億元研榨汁機 慢過用手擠
今年矽谷最大騙局 初創企業「回水」執笠

暢銷小說《哈利波
特》系列的最終章，描
述哈利波特在擊敗死敵
佛地魔的19年後，和
妻子金妮於2017年9月
1 日送次子阿不思上
學。數百名粉絲前日聚
集在倫敦國王十字車站
的9又4分3月台，打
扮成新生模樣替他送
行。

在書中，每年的9月1日上午11時是霍格華茲快車從國王十字車站出
發、接載新生前往霍格華茲學院的時間，妙麗和榮恩的女兒也是2017
年入學。作者羅琳前日在微博twitter稱「今日是阿不思在國王十字車站
首次登上霍格華茲快車的日子」，並加上「#19年後」標籤和列車及閃
電符號。 ■路透社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和俄羅斯億萬
富豪米爾納成立的探索外星生物計
劃「Breakthrough Listen」，日前
有突破性發現，團隊再次捕捉到由
距離地球30億光年的矮星系，發
出 的 快 速 電 波 爆 發 「FRB
121102」，科學家對電波來源眾說
紛紜。
「Breakthrough Listen」計劃耗
資1億美元(約7.83億港元)，目標是
探測外星文明發出的訊號。團隊於
2012 年 首 次 偵 測 到 「FRB
121102」電波，早前再捕捉15次
發自同一來源的電波訊號，但釋放
的頻率較以往高。部分科學家估
計，電波可能來自黑洞或極度磁化
的旋轉中子星，也有人猜測是外星
太空船發出的訊號。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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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7
月，蘇格蘭
婦人里德僅
出生7天的
兒子加利在
「皇家兒童
醫 院 」 死
亡，里德一
直懷疑兒子

的遺體遭院方非法移走作研
究，當年下葬的只是一具空
棺。里德數十年來不斷爭取，
希望開棺檢查，早前終獲法院
批准，結果證實棺內並無遺
體。
現年68歲的里德表示，她知

道一個嬰孩的重量，當年下葬
的棺木太輕，令她深信棺內根
本沒遺體。為查究真相，里德
40多年來鍥而不捨，更不惜打
官司，早前獲准開棺檢查，發
現棺木內只有一頂帽、一條圍
巾、一個十字架及一個將其兒
子名字串錯的名牌。蘇格蘭警
方已獲知會今次事件，未有回
應。
蘇格蘭國家醫療服務系統

(NHS)早前承認，於1970年至
2000年間，合共非法扣留了約
6,000個屍體器官及組織，當中
大部分來自兒童屍體。

■《衛報》

追查兒遺體40年 開棺竟無屍

■《哈利》粉絲在車站慶祝。 網上圖片

■■里德里德

■■棺木內只棺木內只
有裹屍布和有裹屍布和
帽子帽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猶他州鹽湖城
女護士維貝爾絲7月
以新政策為由，拒絕
應警方要求，向一名
剛發生車禍的傷者抽
取血液樣本，卻遭一
名在場警員粗暴拘
捕。過程被警員隨身攝錄機
拍下，維貝爾絲周四公開片
段，表示自己當時遵從規定，
確保病人安全，對自己遭受如此
對待感到憤怒。鹽湖城警長和市長就事件道歉，
將涉事警員調職，檢察部門考慮提出刑事起訴。
事發於鹽湖城一間醫院，警員佩恩要求維貝爾

絲向一名受傷昏迷的貨車司機抽血，以確定他是
否醉駕。按醫院新規定，在沒拘捕令或病人同意
下，不得向病人抽取血液樣本，故維貝爾絲拒絕
抽血，並向佩恩解釋新政策。佩恩感到不耐煩，
揚言拘捕她，更把她扣上手銬和帶出醫院，扣押
於警車。維貝爾絲其間呼叫求救，指自己沒做

錯，竟遭對方襲擊，她最後被扣留約20分鐘後，在行政
部門警員介入下獲釋。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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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貝爾絲遭暴力對待，拘押在警車內。美聯社

■■維貝爾絲維貝爾絲

■■智能榨汁機僅智能榨汁機僅
可使用可使用 JuiceroJuicero
官方出品的生果官方出品的生果
包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山西省人民政府昨日舉行摘牌遷址
儀式，從北宋至今作為山西政治中心
的督軍府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將變身
晉商博物館。

山西省人民政府1949年9月1日在督軍
府舊址正式掛牌，使用至今歷經68年。
督軍府舊址位於太原市府東街101號。始
建於北宋初期，迄今已度過一千多個風雨

春秋。千餘年來伴隨着改朝換代，屢經修
繕、改建和擴建，一直為山西的政治中
心，決策者的府第。資料顯示，明、清朝
將此院作為山西的巡撫衙門，抗戰初更成
為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1986年定為省
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 山西報道

前天是開學第一天，浙江省寧波市新城第
一實驗學校一年級400多個孩子中午時一溜煙
地走進食堂，開始了學校食堂的第一餐，但是
菜單中的大蝦，卻令不少同學傻眼。一位小女
孩隨手拿起了一隻蝦，不過很快又放下了。老
師擔心學生偏食，忍不住問起原因，小女孩才
難為情的回答，家裡吃飯都是由父母幫她處理
好，所以不會剝蝦。環顧食堂，不會剝蝦的孩
子佔了一半，有小朋友甚至碰也不碰。
「別為難他們了。這個結果，我已經很滿
意了。」寧波市新城第一實驗學校校長陸琦
說。陸琦說，自己在2015年調任到這所學校
時，發現幾乎所有的孩子都不會吃蝦。之後的
一年，食堂在製作菜單時，就有意避開了蝦。
直到2016年，發現幼兒園會教孩子怎麼吃蝦
的，才開始恢復蝦這道菜。

能力任務卡 助新生自立
正是因為這樣的現狀，今年6月，新生報到
後，學校就給家長整理了一張，要求孩子在暑
期完成的能力任務卡，其中就要求不挑食、會

剝蝦殼、整理簡單的餐具。除了會吃飯外，還
要求孩子自己整理書包中的物品、上下學孩子
自己背書包、上下學走接送路線等。
「記得去年，有個別小朋友一頓飯吃下
來，居然花了一個半小時，今年的情況大有改
觀了，說明孩子家長在家裡已經努力過了。」
陸琦說，其實這些基本的自理能力並不難，只
要家長稍微有心一點，都可以掌握，就看重視
不重視。 ■《現代快報》

在重慶大渡口區躍進村街道大堰三
村，有一棟修建於上世紀90年代的老
式居民房，75歲的張明良和老伴肖大
棋已在此處住了24年。3年前，一場突
如其來的病痛，降臨到肖大棋身上。
在丈夫張明良的努力和堅持下，肖大
棋頑強地挺了過來，但腦梗塞卻引發
了半身癱瘓。為了不給兩個女兒增添
負擔，3年間，照顧老伴的絕大多數
事情，張明良都獨自承擔。自從肖大
棋生病那天起，寡言少語的張明良就
開始寫日記，3本 32開的筆記本、30

萬字的筆墨，將老伴患病的點滴完整
記錄了下來。
張明良給日記命名為《老伴病情歷險

心情日記》。「今天原本是幸福的一
天，那麼和諧、幸福，可是噩夢卻悄然
而至……」這是張明良日記本的第一
頁，亦是妻子病發的日子，他將當日的
經過、全家人的悲痛絕望都寫在了日記
本上。住院期間，日記本裡是妻子的病
情起伏、身體狀況、自己的心情。出院
後，日記裡又出現了各種養生療法、護
理病人知識、營養貼士、照料注意事
項。「40年的相守，哪能說放棄就放
棄。」張明良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負責此項工程的上海建築設計研
究院總工程師李亞明表示，百

年榫卯結構建築的平移難度相當大，
前期方案歷時4年設計方最終敲定，
移動前亦耗時3個月建設「托盤」式
樣新地基，並且考慮到木製建築及其
內部多尊佛像和文物要同步平移，每
天最多只能慢慢「走動」6米，移動
軌道上距離刻度精確到厘米，完成整
個30多米的移動預計需要1周至2周
才能完成。

遇雨季增難度 已備應急預案
李亞明強調，木製古建築平移完全

不同於現代鋼筋水泥建築物移動，因
其原先地基淺，完整性差，如果不作
妥善處理很容易發生坍塌。同時施工

中要保護建築物所有木作、磚雕、瓦
脊等工藝，並且內地從無其他案例可
參考。「如果說之前上海音樂廳平移
難度系數是100分的話，那大雄寶殿
平移難度系數可以給出150分。」李
亞明如此向記者形容。
因平移項目是在9月進行，恰逢上

海雨季及高溫天氣，這也給施工帶來
不少難度。據大雄寶殿移位頂升施工
方的上海天演建築物移位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創始人藍戊己表示，雨水灌入
或淋入大殿內部後會對結構安全影響
較大，為了安全會採取土方分層開挖
的方法，並編制了颱風暴雨的應急預
案。
玉佛禪寺方面表示，通過這次平移

不僅能夠消除公共安全隱患，也給寺

院建築佈局的合理化留出了改善空
間，借由此次平移這座主殿還將增加
底部混凝土平層，從而提升主體建築
抗震性，穩固其建築結構。

始建於1882年的上海玉佛禪寺修繕工程進入到最關鍵環節，寺內有着近百歲

「高齡」的木製結構大雄寶殿昨日正式開始平移。據項目工程師介紹，木結構建

築平移在內地尚屬首例，而殿堂內部多尊佛像和文物也將同步完成平移，這在全

球範圍來看亦是史上尚無先例。此外，因這次項目難度系數超高，工程方案制定

了4年之久，建築物每天僅慢挪6米，以確保平移萬

無一失。按照工程方案，大殿將先向北水平移動

30.66米，平移到位後，在原地向上頂升1.05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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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滬百年古剎修百年古剎修繕繕
大雄寶殿大雄寶殿「「行行走走」」3300餘米餘米

浙校半數小一新生不懂剝蝦 七旬翁照顧病妻三載 30萬字日記記錄點滴

山西省政府遷址 原址變身博物館

■由於孩子不懂得剝蝦，不少大蝦最終淪為
剩菜被倒進垃圾桶。 網上圖片

■張明良（右）悉心照顧肖大棋。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軌道上的距離標識精確至厘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上海玉佛禪寺上海玉佛禪寺
的大的大雄寶殿昨雄寶殿昨
日正式日正式開始平開始平
移工程移工程。。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