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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虎日本拍賣網出售鈾的賣家，形容
物質為「99.9%鈾」。日本原子力開

發機構(JAEA)經檢測後，指物質相信是貧化
鈾及俗稱「黃餅」的黃色鈾氧化物，放置於
玻璃容器內，呈粉狀或固體，總重量只有數
克，初步測試後發現具有放射性。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接報後，隨即聯絡雅虎

網站將商品下架，再將案件轉交警方調查。
根據日本法例，任何人需取得相關部門批
准，方可保管或運送包括鈾在內的放射性物
質，違例者最高可被判囚1年及罰款100萬
日圓(約7.2萬港元)。

賣家稱從外國網買入 數人投得
警方去年12月充公這批物質，交由JAEA
檢測，目前已確認賣家及數名成功投得的買
家，要求他們主動接受警方問話，賣家向警
方供稱，是從外國網站買入鈾。
鈾的3種同位素中，只有鈾-235能產生核
裂變，可用作核電或核彈，在濃縮過程中會
產生稱為貧化鈾的核廢料。有專家擔心，貧
化鈾雖然濃度極低，但仍可用作製造散播放
射性物質的骯髒彈，進行恐怖襲擊。

■綜合報道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約一年前

接報，指雅虎拍賣網站有人出售懷

疑是鈾的物質，更有數名買家跟賣

家接洽。委員會一名官員昨日透

露，警方已找到買賣雙方，並充公

有關物質，正進行全面調查。

■一名賣家在日本雅虎拍賣網出售鈾。
資料圖片

美超級碗首現男啦啦隊員 破性別界限
美國美式足球年度盛事、第53

屆超級碗將於後日在亞特蘭大舉
行，除了爭奪冠軍外，賽場上還
有另一焦點，就是有兩名男性啦
啦隊舞蹈員亮相，是超級碗歷史
上首次有男啦啦隊員參與表演。
26歲的佩龍及28歲的詹寧斯是
「洛杉磯公羊隊」啦啦隊成員，
為今屆超級碗創造歷史。佩龍周
一在超級碗開幕典禮後受訪，直
言對有份演出感到興奮，「來到
這裡以後，笑容就從未離開我的
臉」。他承認加入啦啦隊曾惹來
非議，但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
應由他人決定，「要敢於夢想，

活出真我」。
詹寧斯則指，洛杉磯居民來自

不同文化背景，男性加入美式足
球啦啦隊，有助反映當地的文化
多樣性。
美式足球聯盟(NFL)過去曾有球

隊招募男性特技人，在賽前進行
特技表演，今次則是首次有球隊
啦啦隊引入男隊員，並與女隊員
在超級碗同台演出。佩龍及詹寧
斯早於去年 3 月聯盟 2018 年至
2019年賽季開始時，已與另一支
美式足球隊「新奧爾良聖徒」的
舞蹈員吉尼斯，成為聯盟首批男
性啦啦隊員。 ■綜合報道 ■男啦啦隊員首次亮相美國超級碗。 網上圖片

俄羅斯國會上議院一名議
員因涉及兩宗謀殺案，國會
前日開會期間，突然討論褫
奪其豁免起訴權，他心知不
妙企圖逃走，最終被捕。
眾目睽睽下在議事廳被扣

上手銬拘捕的阿拉舒科夫年
僅32歲，代表北高加索地
區的卡拉恰伊－切爾克斯共
和國，於2016年獲提名進
入上議院，成為上議院最年
輕議員。阿拉舒科夫前日進
入議事廳開會，其間議長馬特維延科突然下令在場傳媒離開，
隨即動議褫奪阿拉舒科夫的豁免起訴權，當時俄國總檢察長及
聯邦偵查委員會主管亦在場。
在議員討論動議期間，阿拉舒科夫企圖離開，馬特維延科立
即喝令他「坐下」，阿拉舒科夫返回座位。在議員通過動議
後，在場警員立即上前拘捕他。在座議員看見阿拉舒科夫被押
走，均大感錯愕，表示事前全不知情。阿拉舒科夫被控謀殺等
罪名，他否認控罪。
阿拉舒科夫涉嫌在2010年，買兇殺害卡拉恰伊－切爾克斯
共和國著名政治活躍分子茹科夫及一名總統顧問，茹科夫被發
現於住所外中槍身亡，3名證人指證阿拉舒科夫下令殺人。阿
拉舒科夫的父親是俄羅斯天然氣公司高層，前日亦因涉嫌挪用
300億盧布（約35.6億港元）公款，被警方拘捕。 ■綜合報道

議事期間突被捕
俄國會議員涉謀殺

美國女歌手Ariana Grande近日推出新
歌《7 Rings》，她為了宣傳新歌，早前
更在Instagram張貼照片，顯示她在手
心紋上「7 Rings」的日文，卻被發現
只直譯成「七輪」二字，結果意思變
成用作燒肉的小型炭爐，與Ariana
的原意相去甚遠。
25歲的Ariana本身是素食者，
她周二晚發佈紋身相片，表示對
紋身「感覺超好」，又強調照
片中的手屬於她本人。不過大
批網民看見「七輪」二字
後，隨即向Ariana指出紋
身意思錯誤，Ariana不
久後刪除照片。
Ariana 其後解釋原

本應紋上「七つの指
輪」，但忘記加上中間3
字而鬧出笑話，不過由於
手掌皮膚生長速度較其他
部位快，該處的紋身通常
不會保持太久，「請不要
再理會我手中的烤肉
了。」該解釋帖文現已刪
除。 ■綜合報道

Ariana Grande紋錯日文
新歌慘變「燒肉」

■阿拉舒科夫在國會被捕。
網上圖片

■■ ArianaAriana
GrandeGrande 紋紋
身出錯身出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安多火車站站長馬銳在站台安多火車站站長馬銳在站台
接車接車（（11月月2727日攝日攝）。）。新華社新華社

鐵路員工巧心思鐵路員工巧心思
春運漫畫助出行春運漫畫助出行

63歲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民陳昌旭今年準備去北京的兒子家過春節。出發前，他除

了忙着準備帶給兒子的年貨，還抽空看了兒子發給他的春運出行小視頻。 ■新華社

「我有六七年沒有乘火車出過門
了，聽說現在乘火車都是自助

檢票、刷臉進站，我都不會操作。兒子
給我發過來幾個漫畫小視頻，看着視頻
就知道怎麼出行了。」陳昌旭說。
這些春運出行小視頻的作者是中鐵呼
和浩特局呼和浩特通信段的一支漫畫團
隊，團隊成員全部為鐵路通信職工。26
歲的呂吏顏是漫畫團隊的主力，從
2016年至今繪製了50餘幅與鐵路
安全出行、安全生產相關的漫
畫。
2017年，呼和浩特東站安

裝了自助檢票機，但是許多旅
客並不會使用這個新設備。呂吏顏
說：「我從新聞上看到很多旅客因為
不會用自助檢票機，耽誤了進站時

間。我就想用漫畫的形式把使用方法
畫下來，這樣比文字說明更通俗易
懂。」她用2天構思、5天繪畫，並製
作了小視頻。這個名為《刷臉秘籍》
的視頻，不僅在火車站播放，還在社
交媒體上廣泛傳播。
呂吏顏和同事們的日常工作是維護鐵

路通信線路和光纜設施，保障車站間的
通信順暢。漫畫團隊成員項天歌說：
「我們的工作雖然不是直接服務旅客，
但是我們希望通過漫畫服務旅客，為旅
客傳遞春運信息，幫助他們順利回家過
年。」

靈感來自身邊同事
團隊成員徐文畫漫畫的靈感多是來自

身邊同事，她喜歡用畫筆記錄下他們的

春運故事。徐文曾
在距離呼和浩特400
多公里遠的一個鐵
路工區工作，春節
要坐6小時的火車回
家。她在乘車過程
中畫下了沿途所見
的鐵路工人，有幫
旅客扛着行李上車
的列車員、寒冬中
渾身掛滿冰碴的上
水工、車窗外一閃
而過的線路工……
「身邊有許多默默
無聞的鐵路職工，想把他們的故事一一
畫下來。」
如今，呼和浩特通信段的漫畫團隊已

經在中鐵呼和浩特局小有名氣，許多鐵
路職工見到他們都會問：「啥時候把我
們的故事也畫進漫畫裡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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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高火車站世界最高火車站 鐵路人溫情暖客心鐵路人溫情暖客心

昨日，11隻2018年新生大熊貓寶寶在中
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臥龍神樹坪基地集
體亮相，在辭舊迎新之際，為全球人民送
上最「軟萌」的豬年祝福。圖/文：中新社

■旅客格桑德青（左一）和家人抵達海拔
4,700米的安多火車站。 新華社

■■呂吏顏正在繪製春運漫畫呂吏顏正在繪製春運漫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迷你迷你」」迎春花市首次開進廣迎春花市首次開進廣
州白雲機場航站樓州白雲機場航站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呂吏顏繪製呂吏顏繪製
的的《《春運搶票春運搶票
攻略攻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熊 貓 送 福

春節臨近，廣州市的花街陸續
「開市」。而從1月31日起至2月
14日，「迷你」迎春花市也將首次
開進廣州白雲機場航站樓，讓出行
旅客不用到市區就能感受到具有濃
郁地方特色的傳統年俗文化。大年
三十到正月初三，該機場還將邀請
非遺傳承人到航站樓內與旅客互
動，派發新年小禮品和祝福。
在出發廳三層中庭，首設了25米

長、9.5米高的大型「雙龍獻瑞」特
色牌樓，整個雙龍燈飾、中式傳統
大門廊將是次迎春花市點亮，打造
出最具「年味」的候機樓。
記者了解到，這裡的花街店舖雖

小卻精緻、一應俱全。每個檔口仿
嶺南建築特色，裝飾有「雕刻」的
「琉璃瓦當」、紅彤彤的仿古燈
籠，仔細看還噴製有「飛機」等機
場特有元素，一排8個「檔口」、
32個「窗口」均展示、售賣應節的
花卉和手信。每個「檔口」門楣
上，還精心寫上了「花好粵圓」
「花驛小棧」等特別的名字。

迎春花市自然少不了「鮮花」這個主題，
現場可見鮮花品種不少，有常見的玫瑰、蝴
蝶蘭、牡丹菊、康乃馨、香水百合等等。

■中新社

凌晨4時30分，鬧鈴聲響起，西藏安多火車
站站長馬銳揉着眼睛爬起身，招呼車站人員打
開候車室大門，做好乘客進站準備。
此刻，窗外繁星點點，狂風肆虐。零下23℃
的氣溫，讓人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水汽結成冰晶。
儘管距離每天第一趟過站列車的進站時間還

有近1個半小時，但馬銳和同事們決定提前起
床，讓乘客提早進入候車室避寒。
安多火車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火車

站，位於西藏自治區那曲市安多縣，海拔
4,702米。
2006年，青藏鐵路開通運營，安多這個地處
藏北的小城結束了不通火車的歷史。但直到

2017年，安多火車站才正式開設售票窗口，當
地群眾告別了上車補票等乘車難題。
4時50分，候車室熱鬧了起來。安多縣帕那
鎮居民歐珠發現，候車室裡的熱水器已經提供
熱水，暖風機很快吹去了他身上的寒氣。馬銳
說：「安多冬天的氣候極其惡劣，為了讓乘客
感受到鐵路人的溫暖，我們會比平日提早開放
候車室。」
據介紹，安多火車站每天有6趟停站旅客列

車，最早的一趟是5時56分，最晚的一趟是23
時整。這意味着安多火車站工作人員每天最長
需要不間斷工作19個小時。
作為一名「90後」，馬銳從小就在鐵路邊長

大。他的父親馬延魚曾是青藏鐵路格爾木段的一
名老職工。大學畢業後，馬銳通過考試被青藏鐵
路公司錄用，成為一名新鐵路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