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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靠窗的小桌前，小嫣拿出書本，趕寫周末作
業，開始時正襟危坐，但幾分鐘後，她就有些坐

不住，抬起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

遙距訓話兄妹有壓力
「做作業，還翹個二郎腿哇？」父親的聲音，從監控

攝像頭的位置傳來。原來何自兵正拿着手機觀察着12
歲女兒在屋裡的一舉一動。「從小怕爸爸」的她趕緊放
下二郎腿，繼續埋頭寫作業。
何自兵老家所在的望埡鎮斷門埡村是閬中最為偏遠的
鄉鎮之一，步行到鎮上，需要一個小時。何自兵在北京
當冷氣機技工，妻子在京城一家商場上班。多年的打工
生活，夫婦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留守老家的孩子和身體
不好的父母。
得知村裡通了寬頻，他便在家裡安裝監控攝像頭設
備，通過遙控的方式督促兩孩子學習。
在攝像頭下做作業，小嫣兄妹倆坦言有壓力，不過又
覺得有爸爸陪着的感覺真好，雖然看不到爸爸的臉。小
嫣說，「我寫字的時候喜歡躬着背，爸爸只要通過攝像
頭看到了就要說我，說話也不會兇，感覺很溫暖。」

察看年邁父母感踏實
「其實我哪有時間一直打開手機看他們，就是空閒的
時候打開看一下。」何自
兵說，就在幾周前一個下
雨的星期天晚上，父親騎
電單車將老伴和準備第二
天上課的兩個孫子送到鎮
上後，自己一人返老家卻
一直聯繫不上。何自兵拿
着手機等了又等，終於看
到父親出現在監控畫面
裡，一直懸着的心終於踏
實下來。
這一次經歷，讓何自兵

決定，再「北漂」幾年，
就真的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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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10年，四川成都人何自兵借助科技的

力量，陪伴留守老家的兩個孩子和年邁的父

母。今年春節前後，他從網上買了兩個可360

度旋轉的監控攝像頭（俗稱「天眼」）設備，一

個裝屋裡，另一個裝屋外，通過手機App隨時

督促周末回家的孩子做功課，和察看年邁的父

母。這樣略顯無奈又心酸的陪伴方式，讓他心

裡踏實很多。小孩表示，雖然在攝像頭下做功

課有壓力，但又覺得有爸爸陪着的感覺真好。

■《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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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自兵透過手機何自兵透過手機
AppApp察看父親的日察看父親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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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髒紙幣買菜時，商販偷斤短両的情
況更為嚴重。」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周欣
悅在街市觀察到這現象，在隨後的一系列實
驗中，她證實，接觸乾淨的錢會激發公平誠
實的行為，而接觸「髒錢」則會引發自私、
貪婪的行為。近日，這項成果在浙江杭州獲
得菠蘿科學獎「心理學獎」。
菠蘿科學獎由浙江省科技館和科技媒體果

殼網於2012年4月7日首次設立，以「向好
奇心致敬」為口號，旨在介紹有趣的科學研
究，喚起人們對科學的好奇和熱情。13日晚，
共有九項令人「目瞪口呆」的獎項依次揭曉。

菠菜探測爆炸物 宅着更節能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在菠菜葉

子中植入碳納米管，讓菠菜「搖身一變」
成為檢測爆炸物化學成分的感測器，獲得
了菠蘿科學獎「化學獎」。
「相比2003年，在2012年中，美國人宅
在家裡的時間增加了近8天，因為更少地使
用交通工具和公共場所資源，美國人消耗的
總能量減少了相當於5,000億度電。」美國

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和羅切斯特理工學
院的可持續發展專家陳炳光和他的合作者，
為「宅」這種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論支持，獲
得了菠蘿科學獎「物理獎」。

獲獎者均科學家 研究曾發表
獲獎研究看似「無厘頭」，但其背後有

着嚴密的邏輯和嚴肅的科學精神。「這些
獲獎者都是真正的科學家，入選研究也都
在正規雜誌或者學術交流會議上發表
過。」該獎項支持方、浙江省科協信息中
心主任李瑞宏說。 ■新華社

菠蘿科學獎：
髒錢買菜易被呃秤

2018年長江三峽中華鱘放流活動昨日在
湖北宜昌舉行，500尾全人工繁殖中華鱘
順利放流長江。
此次放流的中華鱘為「中青幼」相結
合，跨越2009年至2017年各年齡階段，
特別是放流了60尾7至9齡體格健壯的雄
性中華鱘個體，以改善目前野生中華鱘雄
性成魚比例較低的現狀。此外，為驗證子
二代中華鱘是否能夠成熟並洄游長江參與
繁殖，科研人員還在近成熟子二代中華鱘
體內首次植入工作壽命可達10年的聲吶標
記，以便更好地追蹤和監測。
中華鱘是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被譽為「水中大熊貓」，作為長江中的旗
艦物種，具有生態風向標的作用。受生態

環境的改變及人類活動的影響，中華鱘野
生種群數量逐漸下降，近幾年，每年洄游
進入長江產卵的數量已不足百尾。
為保護中華鱘，相關部門自1984年開啟

中華鱘增殖放流活動，截至目前，已累計
向長江放流中華鱘500餘萬尾。 ■新華社

500條中華鱘放流長江
首植入10年壽命聲吶標

■浙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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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東東莞12日舉辦2018外國專

家組織海外高層次人才項目對接洽談會，來自美、俄、英、日等20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近50個專家組織代表與項目參加。此次會議旨在通過政府

搭建平台，整合海外優質項目、技術、人才等資源，幫助企事業單位實現

人才項目高效對接。據悉，東莞的人才優惠政策已吸引約8.5萬名高層次

人才。

東莞將納才目光轉向海外
81企業取得初步成效 一日達68項合作意向

哈爾濱將全面整治旅遊市場

花博會將「花落」崇明
上
－
海

烏市中歐班列今年已開出200列
新
－
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長沙
報道）湖南長沙在美國、英國、法
國、瑞典等地設立首批5家海外引才
聯絡站近日被正式授牌。據介紹，經

過精心篩選，長沙最終選定寰球人才交流
中心、大紐約地區清華校友會、旅英華人
高新科技商業協會、中法僑協會、北歐可
持續發展協會等5家機構為首批海外引才
聯絡站。
接下來，長沙還將加快海外引才步伐。

據悉，4月15日至19日，長沙將組織推
介團赴香港參加第十六屆中國國際人才交
流大會，宣傳長沙創新創業環境，推介
「長沙人才新政22條」。屆時，10家參
團企業將與境內外人才精準對接洽談，為
長沙招攬一批高層次人才。

長沙設立五家海外引才聯絡站
湖
－
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
據黑龍江哈爾濱市旅遊委透露，近日，《「2018
哈爾濱市旅遊行業誠信建設年」活動實施方案》
出台，該市將依法重點整治不合理低價遊，面向
全市旅行社、A級景區、星級賓館和導遊人員，
實施失信懲戒工作機制，將失信、失德企業和人
員納入黑名單。
據哈爾濱市旅遊發展委員會主任閆紅蕾介紹，

2017年哈爾濱市累計接待遊客7,712.77萬人次，
是2012年的1.52倍，旅遊總收入1,177.47億元
（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1471.24億元），是
2012年的2.12倍。旅遊投資持續強勁增長，全
年實際完成旅遊投資306.12億元，達歷年之
最。
然而，近年來國內旅遊市場欺客現象頻

發，哈爾濱需利用旅遊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和

旅遊市場綜合監管機制加大聯合執法力度，
不斷淨化旅遊市場環境，對旅遊市場違法行
為零容忍、出重拳、嚴查處、上限罰。

重點治理價格欺詐
據介紹，從4月至9月，哈市將進行查擺問
題和集中整治。全面排查全市旅行社行業預付
消費情況，集中開展專項整治，規範企業預付
消費行為和服務。同時，開展綜合監管培訓，
建立旅遊市場舉報制度，以旅行社不合理低價
為重點，開展旅遊市場「利劍行動」。
今年，該市將開展冬季旅遊市場、夏季避暑旅

遊市場以及小長假期間的旅遊市場專項整頓，重
點治理價格欺詐、強迫消費等違法行為，地氈式
檢查經營「哈爾濱-亞布力-雪鄉」旅遊產品的企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
報道）上海崇明區將用三年時間打造
「海上花島」，2021年第十屆中國
花博會將「花落」崇明。根據目前方

案，第十屆中國花博會計劃選址上海崇明
東平國家森林公園及周邊地區。
會期預計從2021年3月末持續至7月1

日，總會期為100天。據介紹，核心區將
以千畝花田構建「牡丹盛開」大地景觀，
整個花博園裡將以梅、蘭、荷、菊等名花
構建花田、花溪造型，營造「百花爭艷、
芳香滿園」的景象。
此外，室外展區分別為省市花卉展區、

花協分支展區、國際花卉展區、友好城市
展區、花卉專類展區、企業精品展區、居
家庭院展區和水生花卉展區，總佔地面積
合計將達160公頃左右，水生花卉展區將
營造長約5,000米的「水岸花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
疆報道）隨着X9091次中歐班列日
前駛出中歐班列烏魯木齊集結中心
開往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這趟

由37組貨櫃組成，搭載有汽車配件、服
裝、百貨的中歐班列成為烏魯木齊集結中
心2018年開行的第200列中歐班列。
據了解，今年，烏魯木齊中歐班列集結

中心創新中歐班列的組織和開行模式，開
闢新線路，提供報關報檢、整列運輸等
「一站式」全程國際貨運物流服務，大幅
提高運輸效率。

據了解，此次會議邀請了近50個外國
（境外）專家代表以及項目需求單

位，就海外人才引進進行交流。會議當
日，50個國際專家組織和人才服務機構以
及市內外約220家企業參會，參會人員達
350多人次 。在專家組織機構推介後，參
會企業代表與專家組織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洽談。共81家企業通過現場洽談取得初步
成效，提出海外人才需求185人次；提出
項目合作107個，其中達成初步合作意向
68個，商定合作細節11個。

打造「創新型一線城市」
此次活動的外國（境外）專家組織分別來
自美國、俄羅斯、英國、以色列、日本等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國際高級專家組
織（IEC）、俄羅斯專家國際合作聯合會
等。專家組代表分別介紹了自己的機構情
況、運營方式、擅長領域、專家資源等，東
莞「倍增計劃」企業及重點科研創新平台以
及廣東省內部分城市重點企事業單位進行人
才需求和項目合作現場洽談。
科學技術部黨組成員夏鳴九表示，東莞

是知名的製造名城，產業優勢明顯，正藉
助大灣區的發展優勢，努力向「創新型一
線城市」邁進。加上高效的政務服務，能
夠為高層次人才創業發展提供好條件。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勞

幟紅則表示，70多名外國專家代表的研
究領域涵蓋環境保護、先進裝備製造

業、生物醫療、現代農業等方面，與廣
東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

系的需求高度吻合，相信能幫助企業解
決科技難題、加快技術轉型升級。

■美英日等20餘國家和地區的專家組織參加洽談會。圖為會議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遊客在松花江哈爾濱段冰面上遊客在松花江哈爾濱段冰面上
玩玩「「碰碰球碰碰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