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捕鯨委員會(IWC)前日於巴西

弗洛里亞諾波利斯，召開為期5日

的會議，來自89個成員國的代表討

論國際捕鯨發展方向。日本於會上

提交議案，建議結束已實施逾30年

的商業捕鯨禁令，希望恢復合理數

量的商業捕鯨。巴西、澳洲、歐盟

及新西蘭均表明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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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德國邊境的瑞士萊茵瑙村在逾半居民同意下，
將參與基本收入試驗計劃，居民每月獲發2,500瑞士
法郎(約2.01萬港元)收入，下一步將透過眾籌籌募資
金。
瑞士政府前年曾建議實施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計

劃，但最終在公投中被否決。電影製片人伯尼揚對兩
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基本收入辯論深感興趣，決定選
擇萊茵瑙村作為試點，並拍攝一齣紀錄片。直至前
日，全村1,300名居民中已有近700人簽署參與計
劃，伯尼揚將透過私人企業及眾籌籌措資金。
以瑞士的生活成本而言，2,500瑞郎並非大數目，
巴塞爾一名新入職的雜貨店收銀員，每周工作42小
時，每月便可賺取約3,500瑞郎(約2.82萬港元)。

■綜合報道

瑞士村莊基本收入
每人每月派2萬元

沙特阿拉伯勞工部周日發表聲明，表
示在吉達拘捕一名埃及籍酒店男員工，
控告他與一名女同事同枱吃早餐。當局
並傳召該酒店東主作出警告，指他違反
當局規定，未有在工作場所分隔男女員
工，暫時未清楚女員工是否同樣被捕。
沙特社交網站早前流傳一段影片，顯
示一名戴上面紗的女子與被告同枱用
餐，被告拿着鏡頭，女子向鏡頭揮手，
並親手餵被告進食。片段於極度保守的
沙特引起公憤，勞工部指片段具冒犯
性，檢察部門則敦促在沙特的外國僑
民，應尊重當地社會的價值觀及傳統。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近年推動社會改

革，包括容許女性駕駛及進戲院、以及
准許部分演唱會同時容納男女觀眾，但
社會風氣仍相當保守。 ■法新社

與女同事同枱親密餵食
埃漢遭沙特拘捕

美國俄勒岡州男子奧爾內被控性
侵一名未成年少女，去年4月被判囚
50年。他聲稱若找到原告飼養的黑
色拉布拉多犬「露西」，便可證明
原告說謊，最終在多方努力下終於
找到露西，奧爾內得以推翻裁決獲
釋。

男子求助「清白計劃」
原告在審訊期間，聲稱任職水電

工的奧爾內犯案後，威脅她不要報
警，否則會殺死她的寵物，更表示
目睹奧爾內槍殺露西以示警告，最
終奧爾內在陪審員未有一致裁決下
被判罪成。
奧爾內6個月後求助該州「清白計

劃」(Innocent Project)組織，獲達奇
斯縣地方檢察官赫梅爾同意協助。
奧爾內堅稱沒有射殺露西，只要找
到牠，就能證明原告說謊。

「清白計劃」義工克里斯東聯同
赫梅爾的助手追尋露西下落，得知
牠已被送走，經多番調查後終找到
牠的主人，並在波特蘭一個高爾夫
球場親眼看見露西，證明原告的供
詞不可信。俄勒岡州上訴法院推翻
原審裁決，
奧爾內上月3
日獲釋。赫
梅爾指出，
原告人目前
下落不明。
■綜合報道

尋回「被殺」犬
美國男子脫50年牢獄

■■奧爾內奧爾內

■■露西露西

1986年生效的國際《禁止捕鯨公約》禁止商業捕鯨，日本則以科研為
由繼續捕獵。國際法庭2014年裁定日本捕鯨並
非出於科研目的，日本於2016年修訂項目，利
用「科學漏洞」恢復捕鯨，每年捕獵數量限制
於333條，為以往的1/3。

巴西促清理「幽靈漁具」
日本一直將判決形容為「短期措施」，不斷要

求IWC為商業捕鯨鬆綁，指科學研究表明，某
些品種鯨魚已回復至健康水平，可容許商業捕

獵，提出成立「持續捕鯨委員會」，容許各國進
行可持續的商業捕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表示，希望相關改革能獲得支持，令IWC以資
源管理組織重新運作，並重啟商業捕鯨。
巴西環境部長杜瓦蒂在致開幕辭時表示提醒

各國代表有責任在保育鯨魚上提供清晰指引。
巴西嘗試爭取澳洲、歐盟、新西蘭等反捕鯨國
家支持《弗洛里亞諾波利斯宣言》，主張捕鯨
是非必要的商業活動，並希望設立鯨魚保護
區，恢復鯨魚數量至工業時代前的水平。
除反對捕鯨外，巴西亦提到「幽靈漁具」問

題。指被棄置海洋的漁具，每年造成約30萬條
海豚及鯨魚死亡，巴西於會上提出初步計劃，
期望展開進一步討論，落實清理海洋的廢棄魚
網和魚鈎等。
即將接任IWC主席的森下丈二表示，環保

人士與捕鯨人士之間的紛爭，多年來不斷撕裂
IWC，他希望各國能互相尊重。

■美聯社/法新社

日促恢復商業捕鯨日促恢復商業捕鯨
反捕鯨國矢言力阻反捕鯨國矢言力阻

■■有示威者到場抗議捕鯨有示威者到場抗議捕鯨。。 路透社路透社

澳洲西澳省一個礦場的礦工，早
前發現兩塊含大量黃金的巨石，擁
有該礦場的加拿大礦業公司RNC
Minerals指出，較大的石塊重95公
斤，含有逾2,400盎司黃金，另一
石塊重63公斤，估計含有1,600盎
司黃金，合共價值約 500 萬美元
（約3,924萬港元）。

西澳省科延大學礦業學院院長斯
皮林表示，人們一般在金礦發現的
金塊，只含有僅數盎司黃金，形容
今次發現非常罕見，令人振奮。
RNC Minerals 行政總裁塞爾比表
示，當中較大的石塊將會拍賣，讓
收藏家珍藏。

■綜合報道

澳現巨型黃金石頭
價值3924萬元

近日，安徽廣德縣工商聯官方網站發佈的
《我縣召開「申報中國·廣德火鍋之鄉項目匯報
座談會」》的信息引來多方關注。有當地讀者表
示，成都、重慶都沒申報火鍋之鄉，廣德湊啥熱
鬧呀？「好像沒聽說四川、重慶申報火鍋之鄉，
也沒聽說廣德火鍋很有名啊？」安徽宣城一飯店
老闆聽到這個消息後深表懷疑。
「廣德這個火鍋和四川火鍋、潮汕火鍋不一

樣。」廣德縣餐飲商會執行會長王隆慶表示，廣
德火鍋是一種將食材用大火燒熟，再用炭火、砂
煲小火慢燉的養生火鍋，也叫鍋子，雞鴨魚肉都
可以燒鍋子。
王隆慶表示，申報「中國·廣德火鍋之鄉」是
為了給廣德打造一張旅遊美食名片，同時希望以

此規範廣德火鍋的做法。目前申報工作還在準備
階段，下一步希望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挖掘廣
德火鍋的歷史，未來還會開辦廣德火鍋烹飪大
賽，年底計劃先申報省級火鍋之鄉。 ■安徽網

在昨日召開的高明古椰貝丘遺址考古資料整
理成果驗收會上，考古專家公佈一系列最新考古
發現。其中，出土的大量動植物遺存證明，橡
子、橄欖等野生植物果實是史前人類植物性食物
的主要來源。
高明古椰貝丘遺址位於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荷

城街道古椰村，是廣東省重要的先秦時期古文化遺
址，被評為「200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3年成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四千完整植物種子
橄欖核、南酸棗、橡子……中科院的專家在

隨手撿拾的樣品中發現約4,000個完整的植物種
子，其中最多的是橄欖，數量超過1,500個；其
次是豆腐柴屬的某種植物果實，數量超過1,000

個；其他數量較多的還有破布木、南酸棗、杜英
等，數量較少的有小葫蘆、瓜蔞等可食用的植物
遺存；另外還有1顆楊梅和1顆葫蘆子。在通過
浮選獲得的50個樣品裡，共挑選出41,000多粒
植物種子，其中40,000多粒來自蕁麻科。
考古專家們認為，植物大遺存及澱粉粒分析

的結果證實了殼斗科植物果實是古椰遺址先民重
要的植物性食物來源。在農業產生之前，殼斗科
植物堅果作為比較重要的史前澱粉來源之一，在
世界多個地區均有發現。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高明古椰貝

丘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領隊崔勇說，古椰貝丘遺址
為距今5,000－6,0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人
類生產、生活遺存，在考古學編年方面起到了承
上啟下的作用。 ■新華社

在手術前的無數個夜晚，王建生
的夢總是會反覆出現同一個

場景：他夢到自己在和朋友追
逐、嬉鬧，雙腿奔跑着、彈跳
着，靈活而有力。他很興奮，他
想低頭去看看自己雙腿站着的模
樣。可夢，每一次都會在那一刻

突然停止。他醒了。可他
不敢睜開眼睛，甚至連個
大喘息都不敢。他以為，
只要繼續裝睡，就又可以
回到那個夢裡去。

「出院第一件事
買牛仔褲」
9月10日上午，王

建生在浙江大學醫學
院附屬第二醫院接
受了手術治療。
很快，低下頭
看到自己雙
腿站立，
再也不

會只是他的一個「夢」了。
當日早上 8點 45 分，1號手術

室，王建生見到了浙醫二院骨科
主任嚴世貴。這是他第一次見到
穿着手術服、戴着花帽子的嚴醫
師。「這麼多年了，你已經習慣
了一條腿的生活，但你應該擁有
雙腿支撐起的更好生活。你的事
很勵志，你應該過得更好、活得
更體面。」雖然之前素未謀面，
但嚴世貴於王建生就像是一位令
人尊敬的長者，只要他一出現，
王建生的心就定了。
主刀醫生葉招明教授表示，手

術過程順利，等傷口痊癒後，下
一步就是給他安裝「臨時義肢」，
通過康復訓練適應後，他就可以
安裝真的義肢，像常人一樣行走
了。
「等出院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買一條合身的牛仔褲。」王
建生說，「如今有機會了，可得好
好帥氣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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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初月初，，外賣小外賣小

哥王建生因為一篇哥王建生因為一篇

《《為夢想奔跑為夢想奔跑杭州杭州

殘疾外賣小哥拄拐殘疾外賣小哥拄拐

的背影刷屏了的背影刷屏了》》的的

報道走進了公眾的報道走進了公眾的

視野視野。。雖然只有一條腿卻依舊堅持送外賣雖然只有一條腿卻依舊堅持送外賣，，無數人被他感動無數人被他感動。。

此後此後，，他接到了來自社會不同機構和一些慈善個人的幫助電他接到了來自社會不同機構和一些慈善個人的幫助電

話話，，但他基本都拒絕了但他基本都拒絕了。「。「接受幫助很簡單接受幫助很簡單，，但我無以回報但我無以回報，，

這樣我會難以心安這樣我會難以心安。」。」但有一個幫助讓他難以拒絕但有一個幫助讓他難以拒絕，，那便是由那便是由

浙醫二院浙醫二院、、浙江省福彩中心浙江省福彩中心、、浙江省殘聯浙江省殘聯、、余杭慈善總會聯合余杭慈善總會聯合

為他提供的為他提供的——像常人一樣靠雙腿行走像常人一樣靠雙腿行走。。 ■■浙江在線浙江在線

考古證堅果係史前人類主食植物

安徽廣德擬申報「火鍋之鄉」引關注

近年來，貴州省榕江縣
水尾水族鄉投入專項資
金，將水族文化納入課
堂教學，聘請專業老師
給學生傳授水族文化。
圖為昨日貴州榕江縣水
尾中心校，教師韋永亮
教學生寫水書。

■文 /圖：中新社

■王建生的手術很順利。 網上圖片

■■外賣小哥王建外賣小哥王建
生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建生拄拐送外賣的背影走紅網絡王建生拄拐送外賣的背影走紅網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德火鍋廣德火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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