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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甘當綠衣鴻雁
風雪無阻送信20餘年

■■葉爾肯忙葉爾肯忙
着送報紙和着送報紙和
快遞快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餘年來，不論颳風下雪，新疆生產建

設兵團第十師一八六團郵政所職工葉爾肯

都堅守崗位，像一隻「綠色鴻雁」穿梭在邊

境線上，為民眾送去快遞和信件。一八六團郵

政所負責人表示，葉爾肯一直保持着熱情的服

務態度，而且他對自己工作要求高，報紙雜誌

分類也很有方法，從沒出過差錯，團場居民對

他很認可。 ■中新網

葉爾肯全名葉爾肯．葉列吾斯孜。1998年
7月，他通過應聘成為一名鄉村投遞員。

「當時，有10來個同鎮的青年競聘這個崗
位，我有幸被錄取了。」
工作第一天，葉爾肯就遇到了難題，投遞信

件和包裹沒有交通工具，而他負責10多公里
外的沙爾梁、夏爾合特等村的投遞工作。沙爾
梁村被稱為「中哈邊境第一村」，緊挨國界線
而建。「那時候沒有柏油路，全是坑坑窪窪的
土路，一個月的工資只有100元（人民幣，下
同），我和周圍親戚借了300元，買了一輛單
車，開始了自己的郵遞員工作。」葉爾肯說。

有時騎單車無法投遞，他便從老鄉家
裡借來馬匹去送信件。

阿勒泰地區吉木乃縣冬季不僅降雪多，而且時
常出現「鬧海風」。「鬧海風」又稱諾海風，是
一種回流性大風並伴有吹雪、雪暴等天氣。
據沙爾梁村時任小學校長胡爾班介紹，1999

年冬天有一次颳「鬧海風」，風像刀子一樣，
滿天暴雪橫飛，屋外根本無法站人。那時，一
個渾身雪白的人來敲門，他一看是葉爾肯來
送信和雜誌，心裡很感動，但嘴上還是數落
他一頓，「這麼冷的天，凍死在路上怎麼
辦？」葉爾肯嘿嘿一笑，還是繼續到沙爾梁
村村委會送報紙。

加班加點常熬夜至12點
2012年10月，吉木乃縣郵政局派葉爾肯到

新疆兵團第十師一八六團郵政所工作。6年

來，葉爾肯的工作量一再翻番，由最初的送報
紙、信件到現在的送快遞、雜誌等。他加班加
點，常常一個人熬夜到12點。對於老年同
志，葉爾肯更是登門去送。
常年奔走在路上的葉爾肯生活沒有規律，常

常是飢一頓，飽一頓，冷一下，熱一下，使年

僅45歲的他患上了胃病和關節炎。
「工作雖然辛苦，但很幸福。20餘年
過去了，工資從100元增加到3,000元，單
車換成了電動車，孩子上學免費，真不敢想
像生活會變得這麼好。」說起如今的生活，
葉爾肯感嘆道。

■■葉爾肯冒雪送件葉爾肯冒雪送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受全球氣候和青藏高原生態
環境變化影響，冬蟲夏草生長的
宏觀環境和微生物環境遭到嚴重
破壞，冬蟲夏草資源正面臨萎縮
的危險。」中國國家統計局青海
調查總隊原居民收支調查處處長
郭增福表示。
郭增福介紹，青海省作為中國

最重要的冬蟲夏草主產區，其產
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基本形成
一個較為完整的特色產業鏈，成
為農牧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
柱產業，實現了較高的經濟效益
和社會效益。然而通過調查並依
據青海全省分市縣住戶抽樣調查
數據推算，2004-2018年冬蟲夏
草年均產量總體呈下降的趨勢，
其中2018年推算產量約為41.2
噸，比 2004 年的 57.8 噸下降
28.7%，比上年下降5.3%。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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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3日從陝西省考古研
究院獲悉，經過連續兩年的考古發掘，
不僅發現了包括芮國國君在內的210餘
座古芮國墓葬，同時亦出土大量帶有
「芮公」、「芮太子白」等銘文的青銅
和金銀器物，以及高等級的成組樂器。
更為重要的是，根據遺址遺蹟和出土文
物形制、紋飾等特徵分析，考古專家確
認這裡就是芮國後期的都城遺址。這一
發現，不僅填補了芮國後期歷史的空
白，也為研究東周時期關中東部諸侯國
的存滅概況，及與北方其他民族的交
流，政治格局變遷，人群流動和地方管
理模式提供了絕佳的資料。
2016年陝西澄城縣劉家窪村古墓葬被

盜，接報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隨即展開

勘探和搶救性發掘，塵封兩千多年的神
秘古國也就此重見天日。經調查確認，
該遺址範圍約3平方公里。遺址東區中
部有一處10餘萬平方米的城址，內存有
陶鬲、盆、罐、豆、三足甕等大量春秋
陶器殘片，以及灰坑和板瓦等建材堆
積，是當時高等級人群居住區。遺址
東、西兩區則為一般居址密集區和墓
地，共有 210餘座墓葬。在三座大墓
中，兩座「中」字形大墓引人注目，根
據出土器物上鑄有的「芮公」、「芮行
人」銘文，其中之一為芮國國君。

出土640件珍貴文物
考古工作者表示，兩座大墓雖已遭盜

掘，但還是出土了640件（組）珍貴文

物，包括彩繪木俑、鼎、銅簋、編磬、
編鐘、銅鐸、漆木建鼓、鐵矛、大玉
戈、建鼓、陶塤、車馬器等，以及1件
長約1.4米的金首銅樽權杖。特別是一
座鐘架保存較好，長達5.3米，上有嵌
蚌飾的木雕漆繪圖案，下伏圓雕獸形虡
座甚為壯觀。惹人注意的還有1件長2
米、寬1.3米的三欄床榻的遺存，這件
三欄木床四角加有青銅角飾，這也將中
國使用床榻的歷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同時還有大量的樂器出土，其中有2

組10件編磬、2套殘存9件編鐘，以及1
件疑似木質的琴瑟類樂器。考古隊領
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種建榮表
示，劉家窪「中」字形大墓的樂器組合
均為編鐘、編磬各2套，並配有多件建

鼓、銅鐃（鉦）、陶塤等器，豎坑大墓
為五鎛九鈕，成為目前所知春秋早期墓
葬出土樂懸制度中的最高級別，為我國
古代樂器發展史和音樂考古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周朝諸侯大墓現陝 確認為芮國都城遺址
■■芮國大墓出土的甬鐘芮國大墓出土的甬鐘。。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英創「呼氣測癌」
助早期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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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第三性別法例今年起實施，當局前日首次在簽
發的身份證及駕駛執照中，性別一欄增設第三個性別「X
性」，方便性小眾人士表明自己性別身份。

性小眾人士：我們終存在
加州新法例容許居民自行確定自己的性別，並放寬變性

人改變性別的限制，容許居民無須提交醫生證明文件，自
行更改性別。汽車管理局(DMV)前日簽發的駕駛執照上，
性別除會列出傳統的「M」(男性)及「F」(女性)外，亦開
始列出「X」。DMV發言人估計，5.46萬居民受惠於新
政策，並預料每年有2萬人申請更改性別。
新法例可減少性小眾人士在日常生活中，被錯判或拒絕

承認其性別身份的機會。前日第一位到DMV排隊領取新
證的阿爾特曼直言，對政府加入第三性別選項感到高興，
「我們終於存在」。 ■綜合報道

英國有生物科技公司近年研發
「癌症呼氣測試器」，以呼氣測試
方式，確診病人是否罹患癌症。領
導研究團隊的英國癌症研究基金會
教授菲茨傑拉德表示，醫學界現時
急需研發呼氣測試器等新檢測工
具，期望研究能提升病人早期確診
並及時接受治療的機會。科學家前
日宣佈，將於未來兩年進行大型臨
床測試，涉及1,500名病人，估計若
測試結果理想，癌症呼氣測試有望

在10年內，取代現行的診斷程序。

呼氣10分鐘收集有機物
研究由英國生物科技公司Owl-

stone Medical發起，並委託劍橋阿
登布魯克醫院負責測試，為期兩
年。院方在早期階段只邀請疑罹患
食道癌或胃癌的病人接受測試，其
後會擴展至前列腺、腎臟、膀胱及
肝臟等器官的癌症。
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向測試儀器

呼氣10分鐘，收集對方呼出的揮發
性有機物(VOC)，再送到實驗室化
驗。雖然人體所有細胞在日常運作
中，都會釋出VOC，不過當罹患癌
症，新陳代謝會改變，並釋出不同
模式的VOC。
假如不同癌症會發放獨特的化學

訊號，科學家便可根據病人的
VOC，診斷對方是否患上及罹患哪
種癌症。

■綜合報道

美國太空總署(NASA)探測器
「新視野」號，於元旦凌晨高
速掠過太陽系邊緣的小天體
「天涯海角」後，科學家前日
宣佈，探測器拍下的清晰影像
已傳回地球，顯示星體由一大
一小球體組成，形狀恍如一個
巨型雪人。
「天涯海角」距離地球64億

公里，是太空探測器觀測過最
遠也可能是最古老的天體。科學家根據影像分析，確定這
個天體由兩個球體慢慢互相吸引，直至彼此黏在一起而形
成，認為這是重大科學發現。天體長約33公里，每15小
時完成一次自轉，NASA將較大球體即雪人身體稱為「天
涯」，另一個細小3倍的「雪人頭」則稱為「海角」。
在「 新視野」號飛過「天涯海角」前，科學家擁有它
的唯一影像十分模糊，僅顯示它呈橢圓形，狀似保齡球瓶
或花生。探索任務主管斯特恩表示，新照片拍攝距離約
2.7萬公里，解像度為每像素140米，「保齡球瓶已是過
去式，如果要形容，它是一個雪人」，指探測器及團隊完
成了史無前例的任務。
對於星體顏色較暗，斯特恩解釋說，「天涯海角」表面

反射的光線，大概與「一般塵土」相若，原因是太陽光較
在地球上暗1,600倍。
探索任務地質經理摩爾表示，「新視野」號就像時光

機，「帶我們回到太陽系誕生時，我們正看見行星形成之
初的物理表現」。 ■綜合報道

加州首簽發第三性別
掀「轉性潮」

最遠天體
像巨型雪人

「帕布」正向西北方向移動並橫過泰
國灣，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力達

每小時65公里，雖然估計不會進一步增強
至颱風，但泰國氣象部門表示，風暴仍可
能帶來5米至7米高巨浪，警告沿岸地區將
出現風暴潮。來往泰國多個離島與內陸的
渡輪服務昨日起陸續暫停，估計後日才恢
復正常運作，來不及疏散的居民和遊客只
好留守島上，並搶購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俄男無視勸喻出海溺亡
蘇梅島前日有遊客不顧當局勸喻冒險出
海，結果一名56歲俄羅斯籍男子遇溺死
亡，其女兒則獲救。宋卡府有居於岸邊的
居民，將家中貴重物品移至高處，避免被

大浪捲走，並把船隻預先泊岸。

港天文台台長：不尋常
中國駐泰國宋卡總領館表示，在泰國南

部地區的中國公民及遊客應提高安全意
識，避免出海，且減少不必要的戶外活
動。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昨日在社交網
站facebook(fb)表示，「帕布」是一個不太
尋常的風暴，呼籲未來兩三日在馬來西亞
或泰國旅遊的人士特別留意。
另外，「帕布」早前掠過越南以南海

域，為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帶來狂風暴雨，
可能影響大米收成。當局已透過無線電通
訊，呼籲數千艘漁船返回岸邊。

■綜合報道

「不尋常風暴」襲泰
數萬遊客疏散

30年來首非風季打風熱帶風暴「帕布」預計今

日登陸泰國，是當地近30年

首個在季候風季節以外出現

的風暴，帕岸島、龜島及蘇

梅島等熱門旅遊區均可能受

影響，料出現狂風暴雨和7

米高巨浪。雖然當局尚未發

出疏散命令，但各島合共數

萬名遊客前日起已陸續撤

離，乘船返回泰國本土，曼

谷航空亦宣佈取消今日來往

蘇梅島的航班。

■■漁民趕緊收好船隻漁民趕緊收好船隻。。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