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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連日降暴雨後，近日遭高氣壓籠罩，
各地天氣酷熱，部分城市未來數天甚至可能
錄得逾攝氏40度高溫。
《讀賣新聞》報道，日本今天起一連3天
假期，受到高氣壓籠罩，全國出現酷暑天
氣。日本氣象廳預測，京都市這3天最高氣
溫或高達攝氏38度、岡山市37度、廣島市
和松山市也有35度，東京都今明兩天氣溫也
可能高達35度。根據預測，京都市、甲府市
及前橋市等地，甚至有機會出現逾40度高
溫。日本上一次錄得超過40度，已是2013
年8月在高知縣四萬十市的41度。
氣象廳呼籲，國民應適度使用冷氣，並隨

時補充水分，以免中暑。由於日照強加上無

風，熱氣會持續滯留在地面，預測到晚上，
多數地區的最低氣溫也在攝氏25度以上。

■中央社

網購巨擘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創立的航天
企業Blue Origin，計劃明年推出太空旅遊項
目，據該公司兩名僱員透露，每位乘客將收
費20萬至30萬美元(約157萬至235萬港元)。
Blue Origin 的載人太空船「New Shepa-

rd」由推動火箭器和乘客艙組成，每次可搭
載6名乘客，升上約100公里高的太空軌
道，足以讓旅客感受數分鐘無重狀態和觀賞
地球弧面，乘客艙其後使用降落傘返回地
面。「New Shepard」已進行8次垂直升降測
試，但全部未有載人。

Blue Origin一直未有公佈太空旅程的成本
和收費，公司高層上月在商業會議上表示，
計劃短期內進行載人測試，明年開始售票。
航天科技顧問集團Teal Group分析師卡塞雷
斯估計，「New Shepard」每次航程的成本
為1,000萬美元(約7,848萬港元)，由於只載6
名乘客，預計初期每次虧損數百萬美元。
Bue Origin競爭對手、維珍集團創辦人布蘭
森創立的維珍銀河表示，已出售650張太空
旅遊票，每位乘客收費25萬美元(約196萬港
元)，但未公佈何時啟程。 ■路透社

一名43歲馬來西亞男子周三從吉隆坡抵達
澳洲珀斯機場，在接受安檢期間，被揭發手
機儲存了「極度色情和駭人暴力」的影片，
澳洲入境部門隨即拘留他，昨日取消其旅遊
簽證及沒收涉事手機，將他驅逐出境。

澳洲邊防部門西澳省指揮官威爾遜表示，
該名男子藏有的影片令人厭惡，違反澳洲法
例，他未有詳細透露影片內容，也沒披露涉
案者身份。

■法新社

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上使用平板電腦日
漸普及，但英國教育捐助基金會(EEF)的
研究顯示，若使用小型黑板這類傳統教
學工具，學生在黑板寫上問題答案後，
舉起黑板由教師指正，有助教師即時了
解學生的長短處，並調整教學方式，學
生的學習進度可加快2個月。

研究認為，課堂上使用小型黑板即時
答題，學生無須等待教師批改試卷，並
且能得到教師即時回應，是最有效加快
學習過程的方式。
EEF把教師分成小組，讓他們對140間

學校的2.5萬名學生採用不同教學方式，
發現若學生使用小型黑板，學習進度較

佳，對成績一向較差的學生更特別有
效。
帶領研究的教學系榮譽教授威廉表

示，當教師發問時，通常只有較有信心
的學生會舉手作答，若採用小型黑板，
教師可評估全班同學的整體學習進度。

■《泰晤士報》

熱浪襲日
或5年來首逾40度

手機藏極色情暴力片 澳逐大馬男

貝索斯太空團擬明年啟航
每人235萬

師生小黑板互動 學習進度勝板腦

美國22名女子聲稱因使用醫療保健

產品製造商強生(Johnson & Johnson)

含石棉的嬰兒爽身粉等產品，導致罹患

卵巢癌，入稟控告強生，密蘇里州聖路

易市法院陪審團前日裁定，強生須賠償

46.9億美元(約368億港元)，是強生因

爽身粉產品致癌風險面對約9,000宗訴

訟中，被判賠償金額最高的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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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聖路易市巡迴法庭陪審團的判決，強生
須作出5.5億美元(約43.1億港元)補償性賠

償，以及41.4億美元(約324.9億港元)懲罰性賠
償。代表原告人的律師拉尼爾指強生隱瞞其產品
含石棉已超過40年，呼籲強生盡快回收爽身粉
產品，避免造成更多人受害甚至死亡，若強生堅
持繼續出售，便應標明嚴重警告。

批強生瞞含石棉數十年
原告人及其家屬聲稱長期使用強生的嬰兒爽身

粉及其他爽身粉產品，導致患上卵巢癌，指控強
生自1970年代以來，已知悉相關產品含有石
棉，但未有提醒消費者注意風險，其中6名原告
人已經離世。法庭審理此案超過5周，陪審團在
作出判決前，曾聽取控辯雙方近12位專家的證
供。
強生發表聲明指判決是基於不公平過程，表示

提出訴訟的部分女性並非居於密蘇里州，法院卻
接受她們在該州提訴，表明將提出上訴。 判決
公佈後，強生股價於前日盤後交易時段下跌
1%，跌至126.45美元。
強生一直堅稱旗下爽身粉產品並無致癌風險，

也不含石棉，指根據數十年來的研究顯示，集團
生產的爽身粉安全，並曾多次成功推翻相關判決
結果。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受雨災影響的岡山地區預受雨災影響的岡山地區預
料將錄得料將錄得3737度高溫度高溫。。 路透社路透社

■■提訴代表在法院外提訴代表在法院外
慶祝勝訴慶祝勝訴。。 美聯社美聯社

■王純傑（右一）介紹石雕天王頭像的收藏
經歷。 中新社

■■泳手在水中拍攝泳手在水中拍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泳手在雨中成功橫渡後上岸。 新華社

北林校招辦副主任邵風俠介紹，今年的錄取通
知書以「信念種子」為主題，通過「山之孕

育」、「水之滋養」、「木之生長」、「人之成
才」4幅主圖，將「知山知水，樹木樹人」的北
林校訓、 「黃河流碧水，赤地變青山」 的北林
夢想、「替山河妝成錦繡，把國土繪成丹青」的
北林精神內涵進行了延伸解讀。

種子主題寓意成長成才
錄取通知書的平面設計來自該校藝術學院教師

胡賢明。設計者希望新生們相信每一顆種子的力
量，堅定明亮，向陽生長，在北林這個綠色搖籃
裡成長成才；更希望綠色使命的責任擔當這顆
「信念種子」在北林學子心中落地生根、繁茂山
河、薪火相傳、永不止息。

邵風俠表示，4幅主圖中，新生們會隨機收到
其中的一種。為了彌補主圖只能收到其中一個的
缺憾，學校把《入學指南》設計成一套卡片，其
中16張卡片的背面圖案可以拼出4張主圖。

往屆生研究生羨慕願買
2016年，北林曾花四個月設計出了將校訓與中

國古典園林相結合的錄取通知書。去年，一份來
自北林的時光禮物交給了2017級的「新綠」。主
圖案由校徽中提取的三角形元素，其蘊含的山之
堅毅，水之柔韌、木之繁茂、人之活力，也代表
了每一名「新綠」即將浸染的綠色印記。
對於今年這份「走心」的豪華大禮盒，不少該

校新生已經迫不及待，也有往屆生和研究生表示
羨慕不已，提議開出購買渠道。

廣州昨午舉行一年一度的橫渡珠江活
動。受颱風「瑪莉亞」影響，廣東普遍迎
來暴雨天氣。來自廣州、佛山、河源、東
莞、中山、肇慶、清遠珠三角7市組成的
40個方陣約2,000名游泳愛好者，在大雨
中完成橫跨約2千米的渡江活動。這是橫
渡珠江活動舉辦13年來，泳手們首次在大
雨中游完全程。

泳手：水質明顯改善
下午1時30分，在廣州籍游泳項目金牌

得主周嘉威一聲鳴槍發令下，40個方陣魚
貫入水。期間，天氣突變，暴雨如注。不
過這並沒有影響一眾泳手的興致，有人乘
機在水中拍攝珠江兩岸風景，有人做着花
樣動作，享受沐浴雨水的感覺。
「我已經連續4年參加橫渡珠江活動了，

以前是在暴曬中渡江，今天是在暴雨中渡
江，各有不同的體驗。」來自廣州的游泳愛
好者林先生說。而對於今年的水質，他表
示，和4年前相比，有明顯改善。
橫渡珠江活動也吸引了數萬觀眾在大雨

中的珠江兩岸駐足。據主辦方介紹，今年
橫渡珠江活動偶遇大雨，不過，組委會做

了充足的準備，保障游泳者的安全。
為倡導保護珠江「母親河」，自2006年

起，廣州恢復舉辦橫渡珠江活動，至2018
年已經連續13年。今年的橫渡珠江活動在
中大碼頭至星海音樂廳之間的珠江河段舉
行，活動的主題是全民健身、全民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1600年前，一對石雕天王造像在北魏工
匠的手中成為雲岡石窟5萬餘尊佛像中栩
栩如生的一對「鮮卑兄弟」。大約93年
前，「兄弟」中的一尊頭像被盜，流失海
外。在近百年後的這個夏天，「兄弟」終
於團聚。
昨日，美國華裔王純傑夫婦將一件北魏

時期的石雕天王頭像捐贈予山西博物院，
王純傑難掩激動：「當我在美國第一次看
到它的那刻，就想有朝一日把它帶回來，
今天算是了卻我的一樁心願。」

兩度帶回流失海外文物
出生於台灣的王純傑沒想到，僅三次山

西之行就帶回了兩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他與雲岡石窟的情緣發生在2007年。那

時，從小酷愛石頭的王純傑是海外知名的
書法家和篆刻家，在美國某拍賣行擔任顧
問期間，受邀前去對一件石雕進行鑒定。
「經過對比發現，這尊菩薩頭像就是雲岡
石窟遺失的文物，作為顧問的我不太方
便，於是我太太就把它買了下來。」2016
年，王純傑將雲岡石窟第19窟被盜菩薩頭

像捐贈山西省博物院。
其後，在王純傑供職的美國佛利爾賽克

勒美術館，有一位收藏家向該館多次捐贈
文物，其中一件疑似雲岡石窟造像的天王
頭像再次引起王純傑的注意。「雲岡石窟
的佛像特徵非常明顯，這一次我二話不說
就把它收了回來，然後和山西這邊對接，
促成了佛像的回歸。」王純傑說。
這尊北魏時期的石雕天王頭像保存基本完

好，高26.5厘米，寬12厘米，厚17厘米，
頭戴鮮卑大頭垂裙帽，屬於山西大同雲岡石
窟第7窟主室西壁左側天王。 ■中新社

高校錄取書花心思
北林大禮盒成網紅

內地各大高校近日

紛紛開始發放新生錄

取通知書。不少學校

的通知書頗具匠心或

含「高科技」，或「外

貌驚艷」，一經晒出

就走紅網絡。北京林

業大學（簡稱北林）今

年的錄取通知書就是

「網紅」之一，還未寄

出 ， 就 已「 先 聲 奪

人」。該通知書主色調

是墨綠、大地金、星

空銀，形狀是象徵天

地的圓與方，寓意種

子在天地間生長。套

裝 包 括 了 錄 取 通 知

書、入學指南、種子

袋（玫瑰金的用來裝錄

取通知書；銀色的用

來裝全部材料）、種子

本（便箋）等四個部

分。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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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業大學錄取通知書套裝

銀色種子袋銀色種子袋
（（用來裝全部材料用來裝全部材料））

錄取通知書錄取通知書

入學指南入學指南

種子本種子本

玫瑰金種子袋玫瑰金種子袋
（（用來裝錄取通知書用來裝錄取通知書））

錄取通知書共有錄取通知書共有44幅主圖幅主圖

錄取通知書的正背面錄取通知書的正背面

種子本種子本

穗兩千泳手雨中橫渡珠江

美華裔伉儷捐贈 北魏佛像歸鄉

北京理工大學北京理工大學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