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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無錫馬拉松鳴槍起跑，在一眾歡快的參
賽者中，一位中年男子臉頰泛紅，神情顯得格

外凝重。每遇到一位攝影師，他便敬禮，同時舉起一本
護照，希望攝影師幫他留影。42.195公里後，他收到了
無錫馬拉松官方拍攝的98張圖片。

女命喪車禍 年僅二十三
這位男子名叫白楊（化名），家住北京通州，育有二
女。他在跑道上舉起的是大女兒楊月的護照。不久前，
23歲的楊月在無錫因車禍不幸離世，她原計劃於今年9
月前往韓國進修研究生，並希望父親帶她跑無錫馬拉
松，這是她第一次報名跑馬拉松。
白楊回憶，楊月在無錫的公司裡經常加班到很晚，雖
然辛苦，但她從不輕言放棄，還堅持學習考上了研究
生。3月4日凌晨3時50分，楊月和往常一樣加班，下
班後她在距住處不足一公里處突遭車禍。
失去楊月後，白楊一直把她的護照帶在身邊，白楊告

訴記者，他想用自己喜愛的馬拉松為女兒和自己做一次
有意義的事，不想讓女兒在天堂看到自己頹廢不振的
「熊爸」樣子。「一開始有的跑友不知道情形，覺得很
詫異，但後來知道了，都送來安慰和鼓勵，並肯定了我
的舉動，為我和女兒的故事而感動。他們跟我說『白楊
加油』『哥哥挺住』『兄弟堅強』。」白楊說，跑完馬
拉松那一刻，他特別想告訴女兒，爸爸堅持到了終點，
安全完賽了。「但是到終點那一刻我真的控制不住了，
流了滿臉淚水。」

射柳是清明節的古老習俗之一。一批來自山東省圖
書館尼山書院奎虛射圃的禮射愛好者昨日在山東濟南
大明湖畔，身着漢服搭弓射柳，使這一曾經中斷三百
多年傳統習俗再次呈現。
按照慣例，此次 「射柳」分為折柳、編柳、裝飾

箭靶、禮射、比賽等環節。上午9時許，七八名禮射
愛好者開始折取柳枝，並編織成環狀裝飾在箭靶上。
10時左右，奎虛禮射創始人鄭海廷宣佈清明射柳正
式開始。鼓聲響起，十餘名禮射愛好者身着漢服分成
兩排列隊入場。兩人一組相互鞠躬行禮，隨後又向前
方的鼓者、箭靶分別行禮，然後依次搭弓射箭。
據尼山書院奎虛射圃負責人王斌介紹，春節禮射、

元宵射花燈、清明射柳、端午射五毒，中秋射金（月
亮）的是傳統的禮射活動，每年奎虛射圃都會參照此
習俗組織禮射愛好者參與推廣這項傳統文化。

「以射行教」已引入大小學堂
另據奎虛禮射創始人鄭海廷介紹，「以射行教」是
中國一項古老的傳統。近年來禮射不斷受到社會各界
的關注和重視。去年濟南又有3所小學和1所大學將
禮射引入課堂。目前他正在思考將段位制引入禮射教
程，希望使禮射能像圍棋等項目一樣系統化和規範
化。據了解，作為中國射箭委員會傳統弓分會的創會
理事，鄭海廷多年來總結出了一套「射藝八法」，先
後培訓了逾500名射藝愛好者及少年兒童2,000餘
人。他還組建了中國第一支女子射藝隊，並把傳統射
禮推廣至各大院校和教育機構。
資料顯示，古時候射柳是一種練習射箭技巧的遊
戲，即將鴿子放在葫蘆裡，然後將葫蘆高掛於柳樹
上，彎弓射中葫蘆後鴿子飛出，以飛鴿飛的高度來判
定勝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濟南報道

記者昨日從四川臥龍自然保護
區管理局獲悉，該管理局在近日
首次採集到野生大熊貓媽媽帶寶
寶遊玩、頑皮大熊貓媽媽啃壞紅
外線照相機的影像資料。
這段視頻大約 1分鐘，只見

熊貓媽媽帶着寶寶在雪地裡踱
步玩耍，對出現在鏡頭中的每
一棵樹，都來回嗅聞，試圖捕
獲其他大熊貓留下的信息。有
趣的是，熊貓媽媽突然發現了
平時熟悉的地盤裡有一個新玩
意，出於好奇，牠來到了紅外

線相機面前，嗅了嗅、舔了
舔，隨即啃咬起來，不久紅外
線相機停止了記錄工作，徹底
被咬壞了。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研究員李

晟介紹，從畫面上看熊貓寶寶大
約5個月，根據年齡推算，這應
該是去年 4月同一地點拍攝到
「熊貓圈地戀愛」畫面後誕生的
寶寶。「此前，臥龍曾拍攝到雙
胞胎熊貓幼崽玩耍的畫面，但從
未拍到過帶崽熊貓母子同框的畫
面。」李晟說。 ■新華社

帶亡女護照跑馬拉松
京父：「圓女遺願」

近日舉行的江蘇無錫馬拉松賽道上，一位父親格外引人注目，他手持女兒

護照，遇到攝影師便敬禮留影。這位父親的女兒3月初在無錫遭遇車禍，不幸

離世。為完成女兒跑首個馬拉松的心願，半個多月後，父親整理好自己

情緒，帶着女兒的護照跑完全程。4月6日，這位來自北京的父親

向記者講述了這個充滿特殊意義的馬拉松。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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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三月，花香四溢，油菜
花也是春季旅遊的當紅明星之
一。這種田間常見的經濟作
物，如今已然成為帶火鄉村遊
的一匹黑馬。今年清明小長假
期間，僅河南一省，就有中原
佛山（即河南大乘山）首屆菜
花節、封丘首屆萬畝油菜花生
態旅遊節、2018中國．方城萬
畝花海旅遊節等多個主打「油
菜花」的文化節。這股「油菜
花旅遊熱」由此也火遍大江南
北，成為拉動當地經濟和提升
旅遊品牌的強勁動力。

旅遊榨油兩不誤
在河南省鞏義市水道口村，
油菜花鋪滿大乘山，不少遊客
駐足拍照，當地村民亦在油菜
花海中散步。水道口村村委主
任張志偉表示，種植油菜花之
前，村裡的土地都用於種植小
麥、玉米等農作物，直至大家

看到油菜花的旅遊效益及經濟
價值，田裡便換了樣，「油菜
花的花期是二月至四月，開放
時間較長，在此期間可以通過
推廣菜花文化，吸引廣大遊客
參觀，而且油菜菜籽收成後可
以磨成油，能為村民帶來雙份
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油菜花成豫鄉村遊新寵

■■白楊白楊手持手持女兒護照女兒護照，，遇到攝影遇到攝影
師便敬禮留影師便敬禮留影，，完成了亡女跑首完成了亡女跑首
個馬拉松的心願個馬拉松的心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射柳是清明節的古老習俗之一射柳是清明節的古老習俗之一。。圖為禮圖為禮
射愛好者在大明湖畔身穿漢服搭弓射箭射愛好者在大明湖畔身穿漢服搭弓射箭。。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攝

經過對青海省青海湖周邊普
氏原羚進行春季專項調查統
計，目前該物種數量增至2,057
隻，較去年8月增加47隻，是
有巡查記錄以來的最大數量。
普氏原羚是中國一級保護野

生動物，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列為「世界極度瀕危物種」，
成為《全球羚羊保護行動計
劃》中名列首位的瀕危羚羊類
物種。目前，青海湖環湖地區
是普氏原羚的唯一棲息地。

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
理局局長何玉邦介紹，為恢復
普氏原羚種群數量，近年來當
地政府在實施農業、林業、牧
業、水利等項目時十分注重和
野生動物保護部門的溝通，其
中哈爾蓋鎮大面積的退耕地成
為普氏原羚重要的棲息地，新
修的農田水利工程中專門為普
氏原羚預留了通道，設置了普
氏原羚飲水池。

■新華社

瀕危普氏原羚增至瀕危普氏原羚增至20572057隻隻

川首拍野生熊貓母子照 ■■ 普氏原普氏原羚頭頂羚頭頂
角尖明顯向內彎角尖明顯向內彎
勾勾，，易於辨識易於辨識，，是是
中國一級保護野中國一級保護野

生動物生動物。。

■■ 四川臥龍四川臥龍
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
近日首次採近日首次採
集到野生大集到野生大
熊貓媽媽帶熊貓媽媽帶
寶寶遊玩的寶寶遊玩的
影像資料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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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鞏義市水道口村，油
菜花鋪滿大乘山，不少遊客駐足
拍照。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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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6:00 粵語晨片-百子千孫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識多一點點
9:00 文化廣場
9:30 宇宙戰隊
10:00 妖怪手錶
10:30 FAIRY TAIL魔導少年V
11:00 珍情品味
11:55 宣傳易
12:00 講清講楚
12:30 你健康嗎？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星期日影院︰財神客棧
3:20 雙城記
3:30 廠出新天地
3:55 超級勁歌推介
4:00 喜羊羊與灰太狼之衣櫥

大冒險
4:30 猩猩補習班
5:00 小農夫拉比
5:30 櫻桃小丸子
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走進大灣區
7:30 屋邨遊樂團
8:00 學是學非
8:30 三個女人一個「因」
10:30 1+1的深情
11:00 深夜美食團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刑事偵緝檔案
12:55 宣傳易
1:00 財經透視
1:30 宣傳易
1:40 長大
3:35 粵語長片-百行孝為先

6:00 金融概要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權能時間
9:00 進修新天地：應用戲劇
9:45 進修新天地：健康義工實務

工作坊：銀髮義工耆樂無窮
10:15 進修新天地：企業管治研討

會：內地與香港的企業管
治：一國兩制？

10:50 進修新天地：公大講堂：二
十一世紀的知識型經濟

11:35 進修新天地：香港的全面水
資源管理：開拓供水水源

12:00 進修新天地：數學：科學還
是藝術？

12:45 進修新天地：香港公開大學
簡介

1:00 十大毒蛇(III)
1:55 野性伊比利亞
2:55 清心直說
3:20 花生動畫
3:30 恩雨之聲
4:00 小小探索家
4:25 Toon Disney：魔髮奇緣
4:55 Toon Disney：小公主蘇菲亞
5:20 啤啤熊與吱吱鼠
5:35 安蒂的青春日記
6:00 霍金天才教室
6:55 零食夢工場(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8:00 寵物學園
8:30 全英一叮(XI)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怒海救援
12:00 晚間新聞
12:15 瞬間看地球
12:20 港生活．港享受
12:50 絕境求生指南(I)
1:40 世外野人(III)
2:35 十大毒蛇(III)
3:30 寵物學園
3:5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娛樂3兄弟
7:00 香港可以這樣玩 攻略篇
7:30 銀之匙
8:30 流行天裁
9:00 K-Pop
10:30 陪伴我好媽
12:00 6嚿腹肌拯救隊
12:30 賽馬直擊
6:00 勁歌金曲J2版
7:00 PRODUCE 101男團出動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安樂蝸
9:00 RUNNING MAN
11:05 0.1無罪真相2
12:05 銀魂o

12:35 賽後你點睇
2:05 安樂蝸
2:35 香港可以這樣玩 攻略篇
3:05 0.1無罪真相2
4:00 6嚿腹肌拯救隊
4:30 銀魂o

06:30 脈搏
07:00 時代的記錄 鏗鏘集
08:00 時事摘錄
08:30 小農夫 大作物
09:00 得意隊長
09:09 精靈雙妹嘜
09:17 莎拉與小duck duck 2
09:35 月兒與地球兒
09:48 小寶愛漫遊
10:00 世情
11:00 零距離科學2
12:00 城市論壇
13:00 Red Square Concert
15:00 藝坊星期天
15:30 全港公開馬拉松排球賽
16:30 自在8點半
17:30 好想藝術
18:30 警訊
19:00 19:00新聞簡報
19:05 鏗鏘集
19:30 全民動起來
20:00 大醫之道
20:30 沒有牆的世界
21:00 金曲40-大講堂
21:30 新導演放映室
22:00 那些年 那些歌II
22:30 新聞天地
22:45 鏗鏘40年短片系列
22:55 見面．見香港
23:00 獅子山下2017
23:50 卓越教室-5分鐘精讀班
00:00 城市論壇
01:00 風雨夜歸人

06:00 朝聞天下
08:32 生活圈
09:15 人與自然
09:42 鐵血將軍
12:00 新聞30分
12:32 今日說法
13:33 父母愛情
14:19 好大一個家
16:38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3 天氣預報
19:41 電視劇
21:15 焦點訪談
21:31 人與自然
22:00 晚間新聞
22:32 真心想讓你幸福
00:05 動物世界
00:52 有你才幸福
02:26 人與自然
02:53 精彩一刻
03:00 我在北京挺好的
04:32 人與自然
05:00 新聞聯播
05:30 人與自然

06:30 金曲點播
06:45 皇牌大放送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大政商道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領航者
09:30 我們一起走過
10:15 財智菁英匯
10:45 金曲點播
11:00 生命密碼
11:45 世紀大講堂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01:00 一虎一席談
02:00 笑逐言開
02:40 暗戰
03:20 文化大觀園
03:45 生命密碼
04:30 我們一起走過
05:10 皇牌大放送
06:15 大政商道
06:40 生活在別處
07:15 旅遊天下
07:45 龍行天下
08:30 名人面對面
09:00 時事直通車
09:40 領航者
10:15 築夢天下
10:45 大政商道
11:15 世紀大講堂
00:00 旅遊天下
00:25 鳳凰精選：世界因你而美麗

2017-2018影響世界華人盛
典(上/下篇)(PART I)

01:30 生活在別處
02:15 財智菁英匯
02:45 龍行天下
03:30 大政商道
04:00 名人面對面
04:30 領航者
05:00 鳳凰精選：世界因你而美麗

2017-2018影響世界華人盛
典(上/下篇)(PART II)

6:00 高師傅美食俠客行
7:00 香港有寶證
8:00 地膽帶路日本遊
8:30 換樂法國360
9:00 我老友係明星
9:30 可愛小水滴
10:00 拉近文化
10:30 祖孫玩很大
11:30 小店大廚-台灣篇
12:30 有線新聞
1:00 韓日精選：我的金雨
2:55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7:45 玩盡日本3000Yen
7:55 奇妙一分鐘
8:00 國際最前線
8:30 澳門食通街
9:00 使乜驚 大兩Gen
9:25 娛樂即日鮮
9:30 空間改造王
10:25 娛樂即日鮮
10:30 四小時生活圈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1:55 奇妙一分鐘
12:00 娛樂新聞
12:25 MV強打
12:30 1級重案-大查犯
1:25 娛樂即日鮮
1:30 佐賀「東遊記」之戀愛篇
2:00 食德好．潮食男女
3:00 勇闖日本秘境
4:00 刑警7人
5:00 娛樂新聞
5:30 香港空間大改造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威水會
08:30 手作人
09:00 見習神仙精靈
09:30 動感火車家族
10:00 友夫日記
10:30 美少女戰士CRYSTAL
11:0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12:00 午間新聞
12:30 手作Low Gear
13:30 ShowTime我主場
14:30 貓！全部都係貓
15:00 小「煮」角
16:00 戰國英雄
16:30 境界之輪迴2
17:00 少年阿貝GO！GO！小

芝麻2
17:30 課外Fun Days Out 2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大鳴大放
19:00 經緯線
19:30 Interviu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全港的
20:35 恐怖醫學X
21:30 婚姻五重奏
22:30 胖伴
23:00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R 2
23:30 晚吹-罪光燈
00:00 我們的世界盃
01:00 深宵新聞
01:30 ShowTime我主場
02:30 恐怖醫學
03:30 南澳小自遊
04:00 貓！全部都係貓
04:30 手作Low Gear
05:30 2S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