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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日明年退出IWC
恢復商業捕鯨

日本知名拉麵店「一蘭拉麵」
憑着招牌豬骨拉麵甚受外國旅
客喜愛，不過為進軍不吃豬肉
的穆斯林市場，一蘭明年春天
將新開一間完全不使用豬肉製
品的分店。
報道指，日本拉麵多數跟豬
肉脫不了關係，但由於許多來
自東南亞信奉伊斯蘭教的遊
客，也希望能試試日本拉麵，因此一蘭便想到
開一間完全不用豬肉的分店。新店位於東京新
宿，預計在明年2月開張，一蘭官網已預告明
年春天開張的新店面訊息，可看到屆時店面商

標除了大大的「一蘭」兩個漢
字，上面還特別用英文寫上
No Pork，並在旁邊的橫幅看板
上，寫明「100%不使用豬骨的
拉麵專賣店」。
新店的湯底原材料將由雞肉

取代豬肉，但味道仍會接近豬
骨湯底；至於麵上面的叉燒豬
肉，也將用牛肉代替。新的店

面不同以往的一蘭店面，將用另一個品牌形象
來經營。不含豬肉製品的豬骨風味拉麵不會在
既有的一蘭店內販售，兩種不同取向的店面，
將會有很清楚區隔。 ■綜合報道

聖誕將至，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前日特別扮成聖
誕老人，背着一袋禮物突擊訪問華盛頓西部一間
兒童醫院約1.5小時，為患病兒童送上溫暖的聖
誕祝福，有女童驚喜得合不攏嘴。奧巴馬跟兒童
一同玩遊戲，並跳着舞步到醫院大堂接受病人、
家屬和醫護人員歡送。 ■綜合報道

經過3年磋商，美國職棒大聯盟(MLB)
前日與古巴棒球協會達成歷史性協議，未
來古巴的棒球員若果想進軍美國職業球
壇，將不用再冒叛逃和人口販運的風險。
數十年來，古巴官方一直力圖將棒球
員留在國內球隊中，任何有實力的球員
如果想轉戰MLB，就只能與蛇頭合作，
以偷渡方式逃離古巴到其他地方，然後

再以自由身球員身份與大聯盟球隊簽
約。新協議容許古巴球員和北美球隊自
由簽約，並建立類似MLB和日韓職棒聯
盟間的制度，在球員想與MLB球隊簽下
更優惠的合約時採用。
根據協議，古巴當局必須釋出所有滿

25歲、具6年資歷的球員，或許也能釋
出更年輕的潛力新秀，球員不需要事先

離開古巴，就能和MLB球隊協商並簽
約，但古巴棒球協會會對任何和MLB球
隊簽約的球員收取釋出費。球員可以擁
有一般的美國工作簽證，讓他們及家人
可以自由選擇往返古巴，球員可以保有
自己賺來的薪水，不再如同過去外流亞
洲的古巴球員般，將絕大部分薪金上繳
古巴官方。 ■綜合報道

日本捕鯨活動長期引起爭議，日本傳媒引
述政府官員透露，日方已決定於明年退出國際
捕鯨委員會(IWC)，並恢復商業捕鯨，最快下
周便會正式公佈，恐致國際社會不滿。日本農
業水產省和外務省未有否認報道，稱會考慮所
有可能，現階段未作任何決定。
IWC於1986年起禁止商業捕鯨，以保育瀕危
鯨魚族群，但日本此後仍以科研為由，每年捕
捉指定數量鯨魚，其中單在今年南半球冬季，
日本已在南極一帶海域捕殺122頭懷孕的鯨魚。
日方早前指出，禁捕措施只屬暫時性質，

隨着小鬚鯨等鯨魚數量回升，動議重新容許商
業捕鯨，但IWC在9月會議中，以41票反
對、27票贊成否決議案。日本官員當時已揚
言，將重新考慮是否留在委員會。
據報日方將於今年內，通知IWC退出的決

定，但會尋求以觀察員身份繼續參與委員會活
動，考察鯨魚生態。消息人士亦透露，即使日
本退出委員會，但也不會於南極附近地區捕
鯨，活動範圍將限於日本專屬經濟區內。不過
亦有農林水產省官員表示，日本退出委員會的
傳聞不實。 ■綜合報道

一蘭開「無豬店」吸穆斯林遊客

奧巴馬扮聖誕老人
病童驚喜古巴棒球員解禁 打MLB無須再偷渡

德國著名《明鏡周刊》爆出轟動全球傳

媒界的造假醜聞，曾經多次獲獎的調查

記者雷洛蒂斯，被揭發自2011年以來

為該刊撰寫的60篇報道中，最少14

篇涉及造假和捏造事實。雷洛蒂

斯上周已引咎辭職，《明鏡》成立

內部委員會覆核他的所有報道內

容，並警告雷洛蒂斯此前為其他

媒體所寫的報道亦可能涉及造假。

現年33歲的雷洛蒂斯自2011年起，以自由撰稿人身份為《明鏡》撰
文，後來獲聘為該刊主筆，多年來他的60篇報道先後被刊於《明

鏡》紙本雜誌和網站上。今次醜聞被揭發前，雷洛蒂斯憑着調查報道多次
獲獎，包括2014年被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選為年度記者，本月初亦

憑一篇敘利亞男童的報道而獲頒德國年度記者獎。CNN昨日宣佈褫
奪雷洛蒂斯的年度記者獎項。

美墨邊境報道消息來源失實
雷洛蒂斯造假多年終被揭發，源於上月一篇有關美墨邊境非法

入境者的報道。當日與他一起採訪的同事莫雷諾，對報道中的細
節起疑，私下調查後發現雷洛蒂斯在報道中引述的兩名消息來源，
都說沒有見過雷洛蒂斯。《明鏡》後來的調查也查出，雷洛蒂斯報道裡
說看到一幅寫有「墨西哥人滾蛋」的手繪標語，亦純屬捏造。

「愈成功愈恐懼失敗 我病了」
莫雷諾於是向《明鏡》告發雷洛蒂斯，但起初沒
有人相信，直至上周雷洛蒂斯才在壓力下，向上司
承認造假，「這與追求大新聞無關，我只是恐懼失
敗，我愈成功，這種恐懼就愈深。」雷洛蒂斯稱
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和羞恥，「我病了，我需
要幫助。」
雷洛蒂斯其他造假報道中，包括一篇關於被
錯誤囚禁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的也門囚犯
的報道、得獎的敘利亞男童報道，以及一篇
講述一名婦女在美國見證死刑執行的報道。
《明鏡》以「70年歷史中的低潮」形容今次事
件，稱雷洛蒂斯是故意和有系統地造假，很可

能觸犯法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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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港龜湖鋪錦同鄉會慶成立5周年暨換屆典禮，賓主合照。

出席嘉賓還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中聯辦協調部部

長沈沖，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中聯辦社團聯絡
部副部長陳小兵，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中
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中山市委常委、火炬區黨工委書
記、翠亨新區黨工委書記候奕斌，中山市委常委、統戰
部部長梁麗嫻，中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馮煜榮，中山
市政協副主席郭惠冰等。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會員、
鄉親、各界友好聚首一堂，出席人數逾千人，共敘鄉
情，場面喜慶。
楊凱山致辭表示，香港中山社團總會創立至今已踏入
第22個年頭，一直積極為國家、家鄉、香港的社會及
經濟繁榮發展作出貢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實施

「一國兩制」方針發
揮獨特優勢；該會不
少會員更於國家、香
港及家鄉中勇於擔
當，與家鄉保持密切
聯繫，關心、支持及
參與家鄉的各項發展
和公益慈善事業。
他並提到，今年適逢國家改革開放40年，隨着國家
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迅速，進步與成果大家亦有目共睹；
而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一直在國家改革開放中擔當橋
頭堡的角色，中央政府亦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如在推進「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中扮演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加上港珠澳大橋和高鐵香港段正式開通，這
些都是國家對香港的關顧與重視，香港應更主動參與國
家治理實踐，一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團結奮鬥。
危偉漢致辭時表示，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也是中山升格地級市30周年。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加快推進，中山的區位優勢將更加突顯，中山與香港
的交往將更加密切。他希望總會充分利用好中山的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和孵化平台，深化兩地青年交流合作，為
香港的青年鄉親和廣大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培養
一批優秀的青年社團骨幹，讓老一輩鄉親的愛國愛港愛
鄉傳統薪火相傳，確保各項事業接續發展。

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
與中國香港滑雪總會交流合作框架
協議簽約儀式日前在香港奧運大樓
舉行。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
中心主任倪會忠、常務副主任丁
東、香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李
冰、中國香港奧會副會長余國樑、
中國香港滑雪總會主席余國賢、秘
書長蕭輝豪出席簽約儀式。
倪會忠在簽約儀式上表示，國家

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與中國
香港滑雪總會締結協議，邁出了攜
手推動滑雪項目在內地和香港發展
的第一步。這必將有助於冰雪運動
「南展西擴東進」，帶動更多的香
港市民關心關注、支持並參與到滑
雪運動中。相信雙方緊密而友好的
合作，必將匯聚起愛國愛港的強大
合力，成為香港與內地一家親的又
一個典範。
余國賢表示，框架協議的合作是

基於2022年冬奧會在北京舉行，希
望香港也能為發展中國滑雪運動貢

獻力量，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內地在
滑雪運動上的合作，同時加強對體
育文化和滑雪項目的認識，提高競
技水準和香港滑雪運動員在國際雪
聯的積分排名。
倪會忠在簽約儀式上還與香港優
秀年輕滑雪運動員代表進行了親切
交流，鼓勵香港滑雪運動員刻苦訓
練，期望在北京冬奧會上取得優異
成績。

旅港龜湖鋪錦同
鄉會日前隆重慶祝
香港回歸21周年、
該會成立5周年暨
第二屆董事就職典
禮。黃金平榮膺新
一屆會長，前港區
人大代表及大紫荊
勳賢吳康民、中聯
辦港島工作部協調處處長王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立法會議員張華
峰、香港福建商會理事長駱志鴻、香港福建同鄉會會長張上頂、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蔡
佳定、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副主席施振忠、香港培僑中學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楊金溪、石
獅市寶蓋鎮鋪錦村黨支部書記黃青山蒞臨主禮，與鄉親們同申慶賀。
該會首屆會長黃偉哲致辭表示，宗親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該會成立以

來，堅持以積極增進鄉村往來及宗親交流，發揚宗親文化的精神，作為該會的重要宗旨
之一。他指，新一任會長黃金平鄉賢，事業有成、秉承傳統、熱愛家鄉、熱愛祖國，有
豐富的香港社團經驗，未來定能為該會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黃金平致辭感謝，該會一直以來秉持立足香港、心繫桑梓、背靠祖國、放眼世界的精

神來發展會務，對於擔任新一屆會長，他深感任重道遠並表示，將本着務實苦幹的精
神，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繁榮穩定做貢獻。同時，推動鄉親積極
參與家鄉建設，培養年青一代勿忘祖根、薪火相傳。
黃青山致辭讚揚該會在首屆會長的帶領下，會務得到不斷發展，並相信該會在新一屆董

事會的帶領下，會務更上一層樓。他還歡迎各位鄉親常回鄉考察，為家鄉發展貢獻力量。
該會常務副會長黃明烽致祝酒辭，祝願祖國繁榮昌盛，香港繁榮穩定，該會會務蒸蒸
日上，大會還準備精彩的文藝表演，為典禮助興。

香港賽馬
會支持出版
的《駿步人
生》，旨在
透過報道社
會上的善行
美事，並介
紹有助解決
問題的方法
和渠道，為
香港社會注
入正能量。
最新一期在
12月19日出
版，歡迎登
入 網 址 ： http://charities.hkjc.com/charities/
chinese/connect-and-join/striding-on.aspx閱覽。
今年33歲的「水神」菲比斯 ( Michael Phelps )，

15歲參與奧運游泳項目，未夠16歲已經締造世界
紀錄（打破200米蝶泳世界紀錄），自此成為綠水
英雄；個人參與過五屆奧運會，包攬28面獎牌，
當中23面是金牌，其中在2008年北京奧運更橫掃
「八金」，震驚世界。體育運動給予他榮譽、財
富，並教曉他做人處世之道。近年他轉型，擔任以
自己名義開設的基金會總裁，推廣游泳運動及水上
安全。今期封面故事「Celeb人物誌」，菲比斯暢
談飛魚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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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斯接受今期《駿步人生》訪
問，暢談「飛魚傳奇」。

■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
與中國香港滑雪總會日前舉行交流
合作框架協議簽約儀式

體育總局冬運中心與中國香港滑雪總會
簽合作協議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第十二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暨慶祝國家改革開放香港中山社團總會第十二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暨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40周年圖片展日前舉行周年圖片展日前舉行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新一屆就職
何靖陳帥夫等主禮 楊凱山膺主席 簡植航任首席會長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第十二屆會董會就職典

禮暨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圖片展日前在

灣仔會展舉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何靖、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帥夫、中

山市人民政府市長危偉漢、廣東省委統戰部

副部長李煥春等為就職儀式主禮。 ■■楊凱山致辭楊凱山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