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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威脅
6成原生種咖啡恐滅絕微軟資助建屋

為推高樓價「埋單」

撥款40億助西雅圖中低層置業

■■西雅圖房屋西雅圖房屋

Banksy現身東京？日本
東京臨海線日之出站附近
一個防潮門，近日出現一
幅老鼠塗鴉，專家懷疑可
能出自英國著名街頭藝術

家Banksy之手，當局接報
後隨即拆下防潮門保存，
防止塗鴉被破壞並作進一
步檢驗。

■法新社

英國皇家植物園一項最新研究警告，在氣候變
化、疾病和森林濫伐三重因素夾擊下，全球60%
的原生種咖啡未來恐有機會絕種，包括佔全球咖啡
銷量近6成的阿拉比卡咖啡。
現時全球人類每日大約消耗20多億杯咖啡，但

產值高達數以十億計美元的咖啡業，卻僅仰賴種植
在少數產區的原生種咖啡，來維持商業品種的多樣
性，並適應不斷變化的病蟲害威脅。
英國皇家植物園科學家透過最新電腦模型和實地

研究，預測124個瀕危咖啡品種能否挺過持續暖化

與生態系統破壞威脅。目前約75個咖啡品種有滅絕
風險，當中13種極危，阿拉比卡咖啡等40種則屬於
瀕危，另有22種易危。皇家植物園咖啡研究主任戴
維斯說：「整體而言，所有咖啡的滅絕風險都非常
高，將近6成，高於一般植物的滅絕風險。」
全球咖啡生產只仰賴兩個原生種，分別是原產

於東非的阿拉比卡，以及原產於中西非的羅布斯
塔，當中以酸味和風味備受喜愛的阿拉比卡咖啡銷
售約佔全球6成，但僅生長在埃塞俄比亞和南蘇丹
兩地。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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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期刊《刺針》昨日刊登的新研究指，人類
應將日常飲食中紅肉、蛋類及奶製品所佔比例
盡量減低，並將豆類和蔬菜的攝取量加倍，認
為這將有助防止數百萬宗早死案例，也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保護土地、水及生物多元性等資
源，避免地球環境遭到「災難性」打擊。
報告由全球16個國家的37位專家，以3年
時間歸納過往研究寫出，建議每人每周不應進
食超過一份紅肉及4隻雞蛋，奶製品亦不應超
過每日一份。報告警告，要在2050年前滿足
全球100億人口的糧食需求，需採納健康飲食

習慣、減少廚餘、引入新科技減低對環境影響
等。有份撰寫報告的哈佛大學營養學家威利特
解釋，報告並非要所有人均奉行素食主義，而
是鼓勵減低肉食所佔比例。
但史丹福大學疾病預防專家約安尼季斯質

疑，報告所依據的科學理據並不足以支持上述
結論，原因是過往的營養學研究結果並非完全
準確，如學界早已推翻食物膽固醇與高膽固醇
有關的研究。報告主要基於歐美地區數據，但
在亞洲國家，有大型研究發現進食家禽或紅肉
(主要為豬肉)與延長壽命有關。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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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現老鼠塗鴉
疑Banksy傑作

今次是微軟創立近44年來的最
大筆類似撥款，亦是歷來最大

筆私人企業住屋資助之一。微軟計
劃將5億美元分作3用，其中2.25億
美元(約18億港元)將向地產商提供
低息借貸，助他們克服高地價和高
建築成本的問題，以建造中產住宅
區；另外2.5億美元(約20億港元)將
以接近市場利率為低收入人士住宅
項目提供借貸；餘下2,500萬美元
(約 2億港元)則捐予支援露宿者組
織。貸款利息收入將用於再投資，

提供更多借貸。

樓價8年倍升基層遭迫遷
西雅圖市政府去年一度打算開徵

新稅，要求大型科企按員工人數支
付人頭稅，以資助房屋發展，但因
總部設於市內的亞馬遜強烈反對而
作罷。由於微軟總部所在的雷德蒙
德不屬西雅圖管轄，所以公司未有
對相關稅項表明立場，但今次出資
反映微軟試圖主動出手，減輕來自
政界的壓力。

大西雅圖地區職位數目自2011年
起增加21%，但同期房屋供應升幅
只有13%，導致樓價8年來上升近一
倍，目前水平已經遠超入息中位數，
不少教師、護士或消防員等中低收入
人士都被迫搬到遠離工作地點的郊
區。微軟總裁納德拉也承認這一點，
表示除了軟件工程師外，公司還聘請
了很多基層員工，例如餐廳員工和穿
梭巴士司機，因此希望可以透過今次
計劃助基層員工和區內中低收入人士
置業。 ■綜合報道

近年不少美國科企總部周邊地區的樓

價持續飆升，引起居民不滿，總部設於

西雅圖市郊的微軟前日便宣佈斥資5億

美元(約40億港元)，推動當地可負擔房

屋項目發展，希望藉此改善區內居住問

題。微軟表示，科網業界有責任協助一

些未能受惠於科網熱潮的弱勢群體。

「我國乾旱荒漠區佔國土四
分之一的面積，我們想

利用這個植物園引種收集乾旱荒
漠區的各類植物，對它們進行繁
殖培育，就像一個『植物銀行』
一樣。」潘伯榮說。

提供研究成果 助修生態系統
據潘伯榮統計，吐魯番沙漠植

物園研究成果已經運用於新疆塔
河中下游受損生態系統恢復與重
建、克拉瑪依油田周邊石油污染
地的生態修復、塔中沙漠油田基
地建設等。先後向西北各省區和
新疆30多個單位提供優良固沙植
物種子20噸、苗條300多萬株。
這個龐大荒漠植被系統作為荒

漠植物引種收集、遷地保育、科
學研究、開發利用與科普展示的
基地，持續發揮作用。

尋草不怕路遙 足跡遍佈世界
而為了這些寶貴的植物，科研

人員野外引種足跡遍佈內地不同地
方，甚至走出國門，到達俄羅斯、
中亞各國、非洲的利比亞和毛里塔
尼亞，以及西亞的敘利亞。
早年因為交通不便，潘伯榮和

同事們為了引種一棵植物，坐班
車、騎單車、坐驢車，只要能到
達目的地，多久、多困難都可
以。更有甚者，1980年10月，潘
伯榮在去新疆伊犁考察的

途中遭遇車禍，頸椎骨折脫位，
經歷了9個多月的住院治療和兩
次頸椎融合術，才得以康復。
如今，潘伯榮早已退休，卻仍

未停下研究的腳步。他與他的同
事們仍持續將荒漠植物及其研究
成果帶向更廣闊的領域，守護着
沙區周邊的環境。
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洪

德元曾表示：「吐魯番沙漠植物
園引種保存了大量中亞獨特的植
物區系和珍稀荒漠植物，對中國
荒漠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
意義。」

這兩天，貴州貴陽一中第一食堂內熱鬧非凡，原來不
少同學的飯卡裡突然多了200元（人民幣，下同），令
他們臉上全是「什麼bug？」的表情，可眼裡卻掩飾不
住暗藏的喜悅。同學們私下到處打聽，結果發現全校的
學生每人飯卡裡都多出了200元。這到底咋回事？

5000生受惠 每人獲200元
原來，這是學校為同學們準備的「新春大禮包」──

將食堂結餘按每人200元退返給同學們，並直接打到飯
卡裡。據悉，這次貴陽一中給該校5,000餘名學生發放了
「利是」，金額高達106萬元。
學校食堂主管宋萬霞稱，自從2012年開始，學校終止
食堂對外承包後，一直由學校自辦自管，並推行「零利
潤管理」。這些年來，學校開始有了結餘，因此，學校
決定，將這結餘的106萬元按每人200元退返給同學們，
直接打到飯卡裡。
同學們紛紛表示，學校太給力了，給學校一個大大的

讚。同學們還透露，學校除了這次給同學們發「利是」
外，平時也對學生關愛有加。

廚師如長輩 飯菜可訂製
在高三沈同學眼裡，學校食堂的廚師就像自己的長輩

一樣，不僅炒的菜很好吃，而且還可以「私人訂製」。
也就是說，當同學們反映想吃什麼菜時，廚師都會聽取
同學們的意見，給大家進行改進。
對於這筆錢如何消費？部分同學說，先去小超市買一

些自己喜歡吃的，其次，再購買一些學習用品。而另外
一部分同學則表示，準備留到下學期當生活費。

■《貴州都市報》

在位於新疆的「火洲」吐

魯番，沙漠、盆地，獨特

的氣候氛圍讓這裡成了吸

引人的旅遊勝地。但對植

物學家潘伯榮而言，這兒

的極端氣候卻是研究的樂

土。1975年，經過規劃設

計，包括潘伯榮在內的中

科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

所科研人員來到這裡，在

已營建的大面積人工固沙

灌木林中劃地建設新疆第

一個植物園──「吐魯番沙

漠植物園」。長達40餘年

的防沙治沙、植物引種馴

化及科普工作就此開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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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多年過去多年過去，，吐魯番沙漠植物園吐魯番沙漠植物園
作為中國極旱荒漠區最早建立的沙漠作為中國極旱荒漠區最早建立的沙漠
植物園植物園，，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植物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植物
園園，，其面積已達到其面積已達到210210個標準足球場個標準足球場
大大，，並成功引種栽培並成功引種栽培700700多種荒漠植多種荒漠植
物物，，佔中國荒漠植物區系成分佔中國荒漠植物區系成分6060%%以以
上上，，涵蓋了中亞荒漠植物區系成分主涵蓋了中亞荒漠植物區系成分主

要的植物類群要的植物類群。。其中其中，，荒漠珍稀瀕危荒漠珍稀瀕危
特有植物近特有植物近100100種種，，另外還從國外引另外還從國外引
進了進了456456種植物種植物。。

目前目前，，吐魯番沙漠植物園還與國內吐魯番沙漠植物園還與國內
外外 100100 多個植物園建立業務往來關多個植物園建立業務往來關
係係，，並與中亞國家的植物園和植物研並與中亞國家的植物園和植物研
究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係究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係。。 ■■新華社新華社

湖北武漢市一名叫王曉麗的母親近日在QQ空間為愛兒書寫的
「成長編年史」走紅網絡。這部「成長編年史」長達26萬字，記
錄了兒子酸甜苦辣的生活點滴。
2009年10月18日，王曉麗為兒子胡承宇寫下了第一篇成長日
誌。談起書寫「成長編年史」初衷，王曉麗說，最初覺得孩子的童
言稚語很有趣，於是計劃專門為孩子整理這樣一部成長檔案，把親
子之間的美好時光都記錄下來。
「我有時也不願意讓孩子看到我的日誌，曾短暫地把空間設置了
權限。」王曉麗說，當時她身體狀況很差，曾在日誌裡提到過自己
有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因此怕孩子看了日誌擔心。直到體檢結果顯
示排除重症後，王曉麗才向胡承宇提及此事，並開放了空間閱讀權
限。從那以後，胡承宇養成了定時查看「成長編年史」的習慣。
現年16歲的胡承宇說：「我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很感謝
她這麼多年來為我的付出。」 ■中新網

鄂母26萬字成長日誌 記錄愛兒生活點滴

■學生們
開心地在
食堂刷卡
打飯。
網上圖片

疆疆荒漠植物園荒漠植物園
育育百草供科普百草供科普

■吐魯番
沙漠植物
園是世界
上海拔最
低的植物
園。
網上圖片

植物園科學貢獻

一、創建優良固沙植
物引種馴化與生物保
育技術，建成中國最
完整的優良固沙植物
種質資源基地

二、創建沙生喬灌草
種大面積防風固沙造
林技術體系，篩選出
適於沙漠繁殖生存的
優良固沙植物

三、開展新疆沙漠化
防治措施研究，建立
中國首個沙漠化防治
樣板林

四、開展重要植物抗
逆機理研究及基因的
深度發掘與利用
資料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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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全球最低海拔全球最低
大如大如210210足球場足球場

荒漠經濟果木荒漠經濟果木
沙棗沙棗

荒漠經濟果木荒漠經濟果木
寧夏枸杞寧夏枸杞

民族藥用植物民族藥用植物
肉蓯蓉肉蓯蓉

民族藥用植物民族藥用植物
老鼠瓜老鼠瓜

■■吐魯番沙漠吐魯番沙漠
植物園外觀植物園外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