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前日擊敗比利時晉級世界盃決賽，大批聚

集在巴黎街頭的球迷興奮若狂，但慶祝活動演變

成騷亂，部分滋事者在香榭麗舍大道附近向警察

投擲雜物，又在街上擺放路障，防暴警察出動裝

甲車和發射催淚氣體驅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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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荷里活北面山上的巨
型「HOLLYWOOD」標誌
是當地著名地標，但由於交
通不便，許多遊客只能從山
下遠處觀賞，近年愈來愈多
遊客乘車登山，造成道路擠
塞。電影公司華納兄弟周一
向洛杉磯市政府官員建議，
斥資1億美元(約7.84億港元)
興建觀光纜車，方便遊客由
山腳上山參觀。
消息人士指出，這個名為

「Hollywood Skyway」的纜
車系統，起點位於華納兄弟
位於班伯克的片廠旁的停車
場，全長超過1.6公里，直

達位於荷里活山山頂的巨型
標誌，全程需時6分鐘，華
納兄弟計劃在山頂興建遊客
中心及觀景台。
近年不少遊客希望與巨型

標誌自拍，因此乘車登山，
導致交通擠塞，遊客太多亦
對附近住宅區的居民造成滋
擾。然而纜車終點站附近為
格里斐斯公園，環保組織勢
必以破壞環境及危害野生動
物為由，反對興建纜車，估
計即使項目獲批，最快亦要
5年後才能提供服務。

■《洛杉磯時報》/
《今日美國報》/法新社

荷里活山擬建纜車 6分鐘到頂

社交網站facebook(fb)數月
前爆出「劍橋分析」挪用用
戶資料醜聞，英國數據監察
機構「英國資訊專員辦公
室」(ICO)前日宣佈，fb未有
盡力保護用戶私隱，並且忽
略可阻止「劍橋分析」濫用
數據的警告，對fb判處最高
罰款50萬英鎊(約 520萬港
元)，是英國歷來涉及資訊安
全相關保護法例的最大額罰
款。
ICO發表報告指出，fb未

能保障用戶資料，亦對用戶
資料如何被其他機構利用欠
缺透明度，違反數據保護法

例。劍橋分析洩密案涉及
8,700萬fb用戶的資料，ICO
除了證實「劍橋分析」收集
用戶個人資料，干預2016年
美國總統大選外，也正全力
調查是否有人利用這些外洩
資訊，介入英國脫歐事宜。
ICO目前繼續調查fb的責

任，將於10月發表更新報
告。ICO主管德納姆表示，
一般選民不知道幕後情況，
民主過程中的信任與信心正
受到破壞。fb私隱事務總監
艾根表示，fb 會盡力配合
ICO的調查。

■《華盛頓郵報》/法新社

「劍橋分析」事件失責
fb遭英罰520萬

■■大量遊客乘車登山大量遊客乘車登山，，造成居民不造成居民不
便便。。 路透社路透社

近2萬名球迷在巴黎市政廳外透過大熒幕觀看賽
事，由於法國自2015年連環恐襲後仍維持嚴

密戒備，當局派出逾1,200名警察在場執勤。賽事結
束後球迷大事慶祝，高唱法國國歌和呼喊「我們入
決賽了！」著名地標凱旋門附近及皮加勒紅燈區均
有球迷放煙花慶祝，部分人爬上巴士車頂揮舞國旗
和跳舞，令巴士無法行駛。防暴警察驅趕期間，有
滋事球迷利用鐵馬和雜物阻塞街道，阻止警方推

進。
有球迷表示對身為法國人感到自豪，認為法國值

得捧起世界盃，有助提升國民認同感。一名球迷形
容1998年法國奪得世界盃，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時
刻，法國將於周日決賽重演歷史。

誤會煙花為槍聲 30人傷
法國南部城市尼斯於前年國慶日發生恐襲，一名

伊斯蘭極端分子駕駛重型貨車衝向人群，導致86人
死亡，當地居民猶有餘悸。逾千球迷前日在市中心
薩雷雅廣場觀看賽事直播，完場前有人發放煙花，
球迷誤以為槍聲，即時爭相走避，引發人踩人，至
少30人受傷。目擊者表示，有人躲在桌下或伏在地
上躲避。

■《每日鏡報》/法新社/路透社/
英國《太陽報》

法慶祝變騷亂 尼斯人踩人

英國女子林賽早前因乳癌病逝，丈夫杜德爾隨
後陸續處理妻子後事，但網上交易公司PayPal近
日竟然向林賽「回信」，稱她生前結欠3,200英
鎊(約3.3萬港元)，其死亡是違反使用條款。
杜德爾上月向PayPal提交文件，包括林賽的死

亡證、遺囑和他自己的身份證明，表示林賽已去
世。PayPal不久後去信杜德爾的住所，抬頭寫上
林賽的名稱，稱對方仍結欠PayPal款項，「我們

接到你死亡的消息，你已違反PayPal Credit服務
條款第15.4c項」，宣稱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杜德爾批評PayPal不近人情，可能會使人失

控，促請各大企業反思。PayPal員工回覆他稱，
此事可能涉及電腦系統漏洞、差劣的信件範本或
人為錯誤，要求他不要公開內情。杜德爾最後向
傳媒揭發事件，PayPal則再向杜德爾道歉，指已
免除林賽的欠款。 ■英國廣播公司

PayPal去信喪妻男「死亡違反服務條款」
美國航空公司前日宣佈美國航空公司前日宣佈，，本月起在機場候機室停本月起在機場候機室停

止使用即棄塑膠飲管和攪拌棒止使用即棄塑膠飲管和攪拌棒，，全面提供可生物分全面提供可生物分
解的飲管和木質攪拌棒解的飲管和木質攪拌棒，，並開始推廣環保餐具並開始推廣環保餐具，，所所
有航班從有航班從1111月起將以竹製攪拌棒取代塑膠製品月起將以竹製攪拌棒取代塑膠製品。。
美國航空表示美國航空表示，，這項計劃估計每年減少超過這項計劃估計每年減少超過33..22

萬公斤塑膠垃圾萬公斤塑膠垃圾。。負責飛行服務的副總裁史迪克負責飛行服務的副總裁史迪克
稱稱，，公司將繼續承諾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公司將繼續承諾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法新社法新社//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航空停用塑膠飲管

■■滋事球迷利用鐵馬和雜物阻塞街滋事球迷利用鐵馬和雜物阻塞街
道道。。 路透社路透社

■有球迷燃起煙花慶祝法國隊打入決賽。 路透社

■班主任趙燕為每位學生畫一幅漫畫人像，
還為他們寫下了專屬的臨別贈言。 網上圖片

江蘇江南大學數字媒體學院數字媒
體技術1403班的畢業生們近日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畢業禮物：40幅鮮活
生動的手繪漫畫人像，40句飽含深
情的祝福。學生們紛紛表示，這份禮
物走心又傷感。
這份禮物來自他們的班主任教師趙

燕，幾年的相處，趙燕對每位同學非
常了解，在她的筆下，每個手繪畫像
都有着鮮明的個性特徵。以學生許丹
丹為例，趙燕筆下的許丹丹坐在桌子
前，手裡拿着飲品，旁邊是寫着「丹
著」的兩本書，「她從大一開始就和
我說要當作家，現今在網上也有了自
己的粉絲，希望她可以早日實現自己
的願望。」
趙燕告訴記者，40幅漫畫裡，除

了自己班上的29名學生，還有5名數
字媒體技術專業的教師和自己指導過
畢業設計的6名學生。「畢業季來
臨，就想給每位學生畫一幅漫畫人
像，表達自己的不捨，也祝福他們健
康快樂。」除了漫畫，她還為每位學
生寫下了專屬的臨別贈言。

最擔心把美女畫醜
為了盡快把漫畫送給學生，趙燕只

能擠時間熬夜畫，雖然時間緊，但趙
燕對自己的要求絲毫沒有放鬆。她表
示，自己最害怕的事情是「把班裡的
美女畫醜」。
「拍一張漫畫與自己的合影，發個

朋友圈。」記者了解到，學生收到畫
後，紛紛掏出手機與手繪畫像合影，
還表示要將畫收藏起來。該班學生施
盛告訴記者，他特別喜歡趙老師筆下
「一身正裝，臉上不再是稚氣而是認
真嚴肅」的自己，他說，「在離開學
校之前收到這樣一份珍貴的禮物，很
開心。」 ■中國青年網

■目前祁連山已查明共有冰川3,066條，是一個
巨大的「固體水庫」。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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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連山擁逾三千冰川 堪稱「固體水庫」

瓊椰殼巧製環保餐具瓊椰殼巧製環保餐具
下崗工創意產業走紅下崗工創意產業走紅

海南島盛產椰子。椰

子水喝完了，殼能做什么？符冬波十

年前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十年裡，他從下崗

工人到癡迷椰殼的「瘋子」，再到打造出椰殼廚

具的創業者，終於在小小的椰殼裡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經過符冬波多年潛心研究，廢棄的椰子殼

在他手裡變成了勺、水瓢、碗等生活

日常用品。 ■新華社

記者昨日從青海省林業廳祁連山自
然保護區管理局獲悉，目前祁連山已
查明共有冰川3,066條，總面積2,062
平方公里，儲水量約1,320億立方
米，是一個巨大的「固體水庫」。
祁連山是中國西部重要生態安全屏
障，是黃河流域重要水源產流地，此
間地貌涵蓋高山、冰川、森林、草原
等，海拔介於2,000至5,000米，是中
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
相關數據顯示，祁連山東西長約
1,000公里，孕育了黑河、疏勒河、

石羊河等近千條大小河流，灌溉了
河西走廊和內蒙古額濟納旗，約為
10多萬頭牲畜和600多萬人口提供生
存條件。
「冰川融水和山區降水形成祁連山

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達木盆地，
而且一個水系對應一座城市。」青海
省林業廳祁連山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
長韓強介紹，如石羊河對應着甘肅省
武威市、黑河對應着甘肅省張掖市
等，此外注入青海湖的50多條河流均
發源於祁連山，青海湟水和大通河

3.29萬平方公里流域面積內，分佈着
該省59%的人口。
據了解，祁連山脈是被乾旱區包

圍着的高地，其北邊分佈有北山戈
壁和巴丹吉林沙漠，南邊係柴達木
乾旱盆地，西邊是庫姆塔格沙漠，
東邊則為黃土高原。
韓強表示，祁連山不僅阻隔巴丹

吉林和騰格里兩大沙漠南侵，也拱
衛着「中華水塔」三江源的生態安
全，因此水資源安全至關重要。

■中新社

符冬波告訴記者，
在各種餐廚具中，銷量最大的

是碗和筷子，現在來自北京、上海、湖南
等地經銷商已經成為他的穩定客戶。今年
6月，他又接到來自香港的訂單，訂購
5,000 個椰殼碗。「現在已經供不應

求。」他說。
在位於海南省萬寧

市大茂鎮大園村的「小椰殼」廚具工
藝廠裡，符冬波指着堆積如山的椰子殼
原料說，海南每年消耗20多億個椰子，
椰子殼不利用起來太可惜了。
選料、切割、打磨、拋光、拼接……從

一個廢棄的椰子殼到一件精美的椰殼廚
具，要經歷42道工序。「椰子殼是一種
特殊的材質，堅硬結實，最重要的是純天
然、環保、無污染，而且可再生。」符冬
波拿起一把湯勺向記者介紹。

潛心鑽研椰殼奧秘
符冬波的創業道路並非一帆風順。

2005年，37歲的符冬波因所在的萬寧市
農機修造廠倒閉而下崗。作為一家之
主，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壓力迫使符冬
波必須找到一條出路。「海南最常見的
就是椰子，椰子裡一定有文章可做。」
符冬波說。2008年，他開始到海口、文
昌等地考察市場，發現了隱藏在廢棄椰
子殼裡的商機。

申請專利投資生產
從椰殼紐扣到椰殼包、椰殼娃娃、椰殼

項鏈等，符冬波砸了大把錢進去，但是由
於門檻低、惡性競爭、產品不實用等原
因，錢全部打了水漂。然而，堅信「椰子
殼裡有大文章」的符冬波沒有放棄，他繼
續潛心琢磨，鑽研椰子殼裡的奧秘。他每
天騎着借來的電單車，拎着兩個大麻袋，
走村串巷，撿人們扔掉的椰子殼，「椰殼

瘋子」的外號由此而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符冬波經過創新，

研製出了椰殼飯勺、湯勺、漏勺、水
瓢、鍋鏟和湯匙。2012年，他為自己的
椰殼廚具申請了專利。後來，他申請註
冊了「小椰殼」商標。
2014年6月6日，符冬波的椰殼廚具工
藝廠正式投產。2015年5月，他參加了在
義烏舉行的第七屆中國國際旅遊商品博覽
會。沒想到，椰殼廚具大受歡迎，展會第
一天，帶去的展品幾乎被一搶而空。
「真正改變命運的是2015年11月13

日。」符冬波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因
為這一天，「小椰殼」廚具在雲南昆明
舉辦的中國特色旅遊商品評選活動中脫
穎而出獲得金獎。從此，客戶和訂單就
源源不斷找上門來。他還收到了來自澳
洲、阿聯酋、韓國等國的合作意向函。

■■椰殼飯椰殼飯
勺勺、、湯勺湯勺、、
漏勺漏勺、、水水
瓢瓢、、鍋鏟鍋鏟
和湯匙和湯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經過符冬波多年經過符冬波多年
潛心研究潛心研究，，椰子殼變椰子殼變
成了勺成了勺、、水瓢水瓢、、碗碗等日等日
常用品常用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