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小販罷市
「背包客天堂」變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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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兌美元
比特幣App可星巴克埋單
雖然虛擬貨幣熱潮沉寂了一段時間，不過仍然擁

有不少支持者，紐約證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際交易所
(ICE)前日宣佈計劃推出虛擬貨幣消費平台「Bak-
kt」，更會跟科技巨擘微軟和連鎖咖啡店星巴克等
企業合作，為「Bakkt」開發手機應用程式，讓消費
者隨時隨地把比特幣兌換為美元，甚至用於星巴克
消費，預料最快11月投入服務。

有助比特幣邁向主流
虛擬貨幣價格起伏甚大，一直是未能普及的主

因，「Bakkt」的原理並非直接利用虛擬貨幣支付費

用，而是按照市價，把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兌換為美
元，故顧客付款的單位仍是美元。星巴克副總裁史
密斯稱，期望開發可靠、實用和監管完善的程式，
讓顧客能把電子資產轉換為美元，再在店舖付款。
ICE總裁斯普雷徹表示，希望藉新平台加強公眾

對比特幣交易的信心，相信交易所有助讓比特幣市
場變得更透明、更具公信力。若計劃獲監管部門批
准，交易所將推出單日比特幣期貨，方便投資者買
賣。CNBC分析指出，新平台將有助比特幣邁向主
流，或利好比特幣幣值。

■CNBC/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俄羅斯一架民用米-8直升機昨日在西伯利亞起飛
後不久墜毀，機上15名乘客和3名機組人員全部罹
難。據報直升機的螺旋槳在事發時，曾經擊中另一
架直升機的吊運貨物，導致墜毀，當局正調查事件
是否涉及違反飛行安全規例。
肇事直升機由烏塔航空營運，從克拉斯諾亞爾斯

克區伊加爾卡市起飛，原定接載一批油井工人上
班。由於直升機出事時剛剛起飛，仍然載滿燃油，
因此墜地後立即起火，機身完全被燒毀。當局已找
回直升機黑盒。 ■今日俄羅斯/塔斯社

美國大型連鎖超市沃爾瑪近年積極
發展網購業務，為了加快出貨速度，
公司前日宣佈推出一套名為「Al-
phabot」的全自動出貨系統，由機械
人自動從數以千計的貨架中收集網購
自取訂單的貨品，再自動打包成箱，

省卻倉務員人手尋找貨物的時間。不
過沃爾瑪的自動化系統仍處於起步階
段，預計最快年底才會開始正式運
作，與主要競爭對手亞馬遜的自動化
貨倉仍有很大一段距離。
Alphabot由沃爾瑪與麻省一家初創

企業合作研發，初步會於沃爾瑪其中
一間旗艦店試運。Alphabot只能夠處
理乾貨、雪藏及急凍食品，目的是減
少人手取貨的時間，保持貨物新鮮。
Alphabot完成訂單後，顧客便可以在
超市取貨。 ■《每日郵報》

丹麥一名28歲女子前日因為在公眾地方穿戴穆斯
林面紗，遭警方罰款1,000克朗(約1,218港元)，成為
丹麥「面紗禁令」上周三實施以來首名犯禁被罰的人。
丹麥右翼政府今年初立法，禁止任何人在公眾場

所穿戴遮蓋整個面部的衣物，包括穆斯林面紗或面具
等。支持禁令一方認為這可以加快穆斯林融入當地社
會，但反對者則認為禁令侵犯穆斯林女性的權利。新
例上周三正式實施，初犯者將被罰款1,000克朗，屢
次重犯者則最高可被罰款1萬克朗(約1.2萬港元)。
前日的首宗案例發生在東北部城鎮赫斯霍爾姆，

事主當時戴着面紗在商場購物，突然一名女子上前
試圖脫去她的面紗，兩人繼而動武，警員接報到
場。警方表示女事主在打鬥期間面紗一度脫下，但

警員到場時已經重新戴上，警員拍下事主穿戴面紗
的照片並收集商場閉路電視片段，再告知事主稍後
將會收到罰款告票。警方表示，當時警員向女事主
表示，她要麼立即脫掉面紗，要麼立即離開公眾地
方，最終她選擇了後者。

無戴頭巾 伊朗女司機遭截停
歐洲多國近年陸續實施面紗禁令，但在中東地

區，女性拒戴面紗或頭巾卻往往可能惹上官非或遇
襲。伊朗日前便發生一宗令當地女權人士氣憤的事
件，一名沒有佩戴頭巾的女性開車外出時，在路中
心被另一名戴頭巾的女司機截停並辱罵，指稱她違
反法例。 ■法新社/《每日郵報》

丹麥「面紗禁令」首罰28歲女

螺旋槳撞吊貨 俄直升機墜毀18死

沃爾瑪推「機械倉務員」出貨自動化

小販擺賣禁令上周三起實施，
規定傍晚6時前不得在行人

路擺賣。當局亦計劃重新規劃夜
市，分開售賣不同類型貨物的小
販，每個攤檔只可佔用兩平方米
空間，小販日後亦要向當局繳交
每月1萬泰銖(約2,361港元)租金。

破壞原有特色 遊客「震驚」
小販商會批評，新措施將消滅考
山路原有特色，使旅客無法感受曼
谷特殊的夜市生態，更發起抗命行
動。新政策推行首日，多達7成小
販無視禁令，當局隨即警告援引
《公共地方潔淨及秩序條例》檢控小

販，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3,000泰
銖(約708港元)。商會批評當局對小
販的意見充耳不聞，宣佈改變策
略，由上周四至明日罷市5天。
努差在考山路擺賣14年，她指出

考山路特色正是雜亂無章，擔心當
局強行規劃反會影響生意，另一名
小販則表示，考山路在小販停止擺
賣後已失去魅力，「這裡現在變得
很普通，就像其他地方的街道一
樣」。來自澳洲的遊客湯普森亦
稱，考山路美食眾多、氣氛良好，
批評當局忽視旅客真正需求，「這
方案讓人很震驚」。 ■《衛報》/

泰國《民族報》/《BK Magazine》

泰國曼谷考山路有「背包客天堂」之稱，大量廉價食肆和

小販早已成為各國遊客必到之處，不過當局上周開始為整

頓市容，下令禁止小販於日間營業，只准經營夜市，引起

小販不滿，決定全面罷市抗議。罷市開始後，昔日人流熙

來攘往的考山路變得一片死寂，成為「鬧市中的荒漠」。

罷市前

罷市後

■■直升機墜地後起火直升機墜地後起火，，
機身被燒毀機身被燒毀。。 美聯社美聯社

當記者應約來到濰坊濰城區北關
街道堯里王社區的趙叢秀家

時，她和父親趙龍海還在往家趕的路
上。近幾日，趙叢秀每天都要從位於
城郊的家中出發，去往十幾公里外的
一家培訓機構當英語老師，希望能趕
在開學前，給自己多掙一些生活費。

善款每月準時匯到
不久前，剛滿18歲的趙叢秀以文
科575分的成績被曲阜師範大學商務
英語專業錄取。全家人歡欣不已，一
件藏在心底多年的事也悄然泛起：6
年來，趙叢秀一直被一名神秘好心人
資助着，從初一到高三，趙叢秀父親
趙龍海的銀行卡裡，每個月8日都會
準時收到一筆100元（人民幣，下
同）匯款，累計已有7,200元。一家
人表示，無論如何都要找到好心人，
當面向他鞠躬致謝。
在趙叢秀的家中，記者看到一張長

長的匯款
單，這是尋
找恩人的唯
一線索。然
而，這僅有的
線索除了匯款的
日期和匯款金額
外，根本沒有其他有
效信息，通過銀行查詢
匯款人信息的辦法也行不
通，這讓父女倆束手無策。

加入義工傳遞關愛
2004年，趙叢秀的母親突患尿毒

症。「當時我愛人開着一個小超市，
我在一家企業上班，可是因為這場
病，整個家迅速被壓垮了。」趙龍海
說。是這筆持續了6年的神秘資助，
讓他們一家在最艱難的時候，重新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
好心人的幫助也鼓舞了趙叢秀更加

發奮讀書。中
考後，趙叢秀以

10A的成績被當地高中錄取，學校免
除了她的全部學費。
現在，趙龍海在女兒就讀的高中找

了一份工作，並在一家專門為貧困學
生籌款的公益組織擔任理事。趙叢秀
深知，母親當年的腎移植手術多虧有
好心人捐款，在父親的影響下，她也
加入了義工組織。趙叢秀說，「我也
會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把這份
關愛傳遞下去。」

在位於貴州省安順市的黃果樹機場上空，來自
不同國家的7支飛行表演隊於前日上午，輪番升
空，先後上演了大編隊通場、多機編隊、機翼行
走、內外觔斗等高難度特技，現場尖叫不斷。
以200公里以上的時速，在超過300米的高空

中，兩名女郎出現在風馳電掣的機翼上，表演各
種複雜的體操動作。被鏡頭「抓」到的瞬間，如
同「金雞獨立」，扣人心弦。這是來自英國「御
風機翼行走」機隊的精彩表演。
Katie和她的搭檔 Kirsten，均來自英國御風機
翼行走表演機隊。Katie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每年4月至9月，他們主要在歐洲表演。9月到翌
年2月，則會在全世界進行巡迴表演。「我之前
從來沒有旅遊過，但自從我開始表演後，我去過
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也遇到了很多可愛的
人」，Katie說。
包括Katie所屬的英國御風機翼行走、意大利
開拓者、歐洲天空之舞、土耳其戰神、新西蘭銀
爵、美國空中海報等世界多支知名特技飛行表演
隊，以及來自內地的三和旋翼機表演隊，將在這
裡獻上他們的獨門絕技。
據悉，作為連續兩年飛行大會舉辦地，安順是

中國教練機、民用無人機重要研製生產基地。其
源流，可追溯至「三線建設」開啟的航空工業。
近年來，這裡已先後獲准建設民用航空產業國家
高技術產業基地，是全國首批通用航空產業綜合
示範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以故宮藏畫《四景山水圖》卷設計
的特種郵票昨日在故宮首發。郵票以
南宋時期的西湖為背景，取材自南宋
宮廷畫家劉松年執筆的《四景山水
圖》，四幅畫卷描繪了800餘年前杭
州西湖春、夏、秋、冬四季的風景面
貌。未來，故宮有望將已經發行的50
多套郵票，連同相應的館藏書畫、文
物一起，集中辦一場大展。
據介紹，故宮博物院藏《四景山水

圖》卷，絹本設色，縱40厘米，橫
69厘米。此卷圖畫分為春、夏、秋、
冬四段：第一幅為踏青，春花爛漫，
楊柳葱翠；第二幅為納涼，夏木濃
蔭，碧荷點點；第三幅為觀山，秋高
氣爽，霜葉盡染；第四幅賞雪，山裹
銀裝，萬籟俱寂。畫面以人物活動為
中心，結合界畫技法，精心構建庭院
台榭等建築，工整精巧，或富麗，或
古樸。山石以小斧劈皴法出之，蒼逸
勁健，行筆設色嚴謹而注重法度，畫
中人物雖小而形神完備。整幅作品面
貌古樸，筆法精嚴，極富南宋畫院作
品的特色。

計劃為故宮50套郵票辦展
此次發行的特種郵票共4枚，分別

展示畫中表現四季山水的4個局部，
全套面值4元（人民幣，下同），另有小

全張1枚，售價6元。活動當天，中
國郵政還在故宮博物院東大房文創
店，設置臨時郵局及銷售點，為觀眾
提供郵品銷售和蓋戳、寄遞服務。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參觀

故宮的觀眾不僅可以通過文化產品
「把故宮文化帶回家」，更可以通過
郵政服務「把故宮文化郵回家」。故
宮正與郵政部門商討，計劃下一步將
故宮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發行的50
餘套故宮郵票集中辦展。
「2018集郵周」啟動儀式同時舉

行，中國郵政將主題定為「集郵與文
博（文脈郵揚）」。在「2018集郵
周」6天時間裡，全國31個省（區、
市）郵政分公司還將舉辦1,500餘場
線上線下集郵活動，為集郵愛好者提
供集郵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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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在一家人最艱難的時候，山東濰坊市民趙龍

海的銀行卡上突然收到一筆神秘匯款，從女兒上

初中一直到高中畢業，匯款每個月都如約而

至，持續了整整六年。如今，女兒趙叢秀被

曲阜師範大學錄取。父女二人也開始了「尋

恩」路。 ■《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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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編隊多機編隊

■■英國英國「「御風機翼行走御風機翼行走」」機隊機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攝

■■空中動力傘編隊空中動力傘編隊

■■ 成績優異的成績優異的
趙叢秀已被曲阜趙叢秀已被曲阜
師範大學錄取師範大學錄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四景山水圖》特種郵票故宮首發

■■《《四景山水圖四景山水圖》》特種郵票特種郵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郵票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