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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60萬打工仔試行在家辦公
籌備2020年奧運 冀減少交通擁堵

現時東京每日有超過800萬
通勤人次，地鐵職員戴上
白色手套、用力將乘
客推入車廂的畫面屢
見不鮮，而在東奧
期間，預計有多
達 65 萬旅客湧
入東京，鐵路客
流量或上升一
倍。政府及奧委
會因此推動在家
工作計劃，並由

下周一起試行至9月6日，除東京都
及中央政府的職員參與，亦包括私
營企業。

企業設衛星辦公設施
富士通超過5萬員工將由下周一

起試行在家辦公，日電及豐田在東
京的辦公室，亦分別有 3.4 萬及
1,600名員工參與。辦公室用品生產
商理光，則計劃關閉東京的總部2
周，並為約2,000名員工設置辦公
及衛星通訊設施，用作與客戶會面
或舉行重要會議。
奧委會的目標是將一般路面交通

流量減低10%、高速公路流量則減
低30%，去年已曾試行同類計劃，
當時有1,682間企業的合共約30萬
人參與，今次人數會增加一倍。當
局指完成今次試驗後會檢視成果，
再考慮是否需要推出額外措施。

■綜合報道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包括世界衛生組
織等其他聯合國機構，前日發佈《世界糧食

安全和營養狀况》報告，指去年
全球有超過8.2億人受飢餓、糧
食不安全及營養不良問題影響，
人數連續3年上升，更有逾20億
人無法獲得健康食物。
改善糧食不安全問題，是聯合
國訂於2030年前達到的其中一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最新報
告提到，為確保糧食安全及營養
質素，必須擁有健全的經濟及社
會措施，應對經濟周期的負面影
響，同時避免削減必要開支如醫
療及教育。報告又指需將糧食安

全及營養問題，整合到滅貧工作內，並要消
除性別不平等及避免弱勢社群受排斥。

需關注食物種類多元化
報告指出，非洲營養不良問題嚴重，近兩

成人口受影響，亞洲有12%人口受影響，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則分別有7%人口營
養不良。聯合國糧農組織指出，現時各國仍
未盡力解決問題，恐未能於2030年實現目
標，把全球營養不良兒童人口減半。
報告數據同時顯示，癡肥及過重人口在不

少地區均有所增長，甚至超過飢餓人口。糧
農組織表示不能只側重應對飢餓問題，糧食
不安全亦會導致癡肥問題及兒童發育受影
響，故呼籲政府不能僅強調糧食生產，亦需
關注食物種類多元化。

■綜合報道

社交平台twitter本年初開始測試的
新網站版，在前日正式推出，新版本
設計更類似手機版，提供更個人化的
服務。
twitter團隊指出，新的網頁運作速

度更快，令用戶更方便登入瀏覽。網
站左邊設置各主要功能，如新通知、
私人訊息、書籤及列表等，新增的
「探索」(Explore)功能，將支援更多
即時攝錄，使用戶何時何地均可分
享，以及瀏覽即時最新話題。

新版本亦增添「暗黑系列」主題及
顏色選項供用戶選擇，讓頁面進一步
個人化。新網站還具有像收件箱的直
接消息屏幕，用戶可在同一地方查看
和回覆對話。此外，它還可以輕鬆切
換個人資料，支持更多主題，高級搜
索和其他功能。
twitter強調今次更新，是向用戶提

供最好服務踏出一大步，成為持續發
展的重要基礎。

■綜合報道

日本東京奧運將於明年7月 24日至 8月 9日舉

行，預計大量旅客將湧到當地，由於東京每日上班

族極多，奧運期間相信交通擠塞問題將加劇。當局

計劃讓部分上班族於奧運期間留

在家工作，約3,000間公司已準

備配合，合共60萬人將由下周

一起，試行在家辦公一個多

月，當中包括富士通、日本電

氣及豐田汽車等大型企業。

聯國報告：去年全球逾8.2億人捱餓

新西蘭兩隻藍色小企鵝前日早上溜進首都惠靈頓一
間壽司店內，躲在溫暖的吧枱下。店員開店時聽到企
鵝發出的叫聲，立即通知警方，派警員到場帶走企
鵝，經環保部門人員檢查後將牠們放回野外，但其中
一隻企鵝同日晚上再次橫過繁忙的馬路，走進該壽司
店。
該間名為「Sushi Bi」的壽司店位於惠靈頓一個
火車站附近，距離海邊不遠。環保部門人員曾表
示，企鵝習慣重返曾棲息的地方，相信牠們極可能
再次返回壽司店，結果一隻企鵝稍後返回店內。店
員再次報警，指企鵝顯得很緊張，警員和保育人員
合力將牠放回海中。
當局表示，惠靈頓港口有
600對企鵝，卻是
首次聽聞有企鵝在
火車站附近棲息，相
信由於正值交配
季節，部分企
鵝尋找地方生

蛋，呼籲居民與
牠們保持距離，以

免被弄傷。■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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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20302030年年，，全球營養不良兒童人全球營養不良兒童人
口減半的目標恐難實現口減半的目標恐難實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6060萬東京居民將試行在萬東京居民將試行在
家辦公家辦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京交通擠擁東京交通擠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兩隻小企鵝在壽司兩隻小企鵝在壽司
店踱步店踱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藍色企鵝常見藍色企鵝常見
於新西蘭於新西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貴州省畢節黃泥鄉石丫村，68歲
的失明老人梁先學在村里開了一家食
雜店，方便村民生活的同時也給自己
找點事情做。雖然老人雙目失明，但
開店三年來，錢物一樣也沒少過。

開店初遭反對
梁先學老人開店的想法起初遭到家人

們一致反對。「當時家裡人覺得他眼睛
不好，沒法去進貨、管理、收錢，萬一
賠本了怎麼辦？這麼大年紀了，還要折
騰。」梁先學的老伴黃阿姨說。
但這次，梁先學卻有點「倔」，一

定要把食雜店開起來。老人說，「食
雜店開起來，賺多賺少是小事，關鍵
是可以和來買東西的人擺擺龍門陣
（聊天）。」

進貨找錢有妙招
食雜店是一座面積不足10平米的磚

牆平房，由梁先學一個人負責打理。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梁先學一邊
嫻熟地整理貨物，一邊說。
「他都記在腦袋裡了，比筆記本還

清楚。」負責給梁先學送貨的姚先生
笑着說，每次收貨時只要告訴梁先學
這次送了什麼商品和多少數量，老人
都會記在腦子裡。
收錢、找錢時，老人把不同面值的

紙幣分類地放在皮包和口袋裡，每次
顧客只需告訴他紙幣面額，就能很快
找零。「大家都知道我眼睛不好使，
村裡來買東西的人都很自覺，憑良心
付錢後拿走東西，從來沒有少給一分
錢，貨物也一樣沒少過，大家都講誠
信。」梁先學說。

成村中「打卡點」
食雜店逐漸成了很多村民每天都要來

的「打卡點」，村民張國珍表示，就算
不買東西，也會來這裡和梁先學以及其
他村民聊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
「我雖然看不見，但大家經常在這

裡擺龍門陣，村裡好多事情我都曉
得。」梁先學說。

■中新網

今年3月，上海外灘海關大樓的大
鐘已經被換下了2個零件，由原廠工
程師帶回英國檢修，目前還處於等待
結果的過程中。整體大修方案正在評
估，預計等零件修復結果出來之後才
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從1928年1月1日海關大鐘敲響第

一聲開始，海關大樓的鐘聲就成為了
上海的標誌之一，91年來從未中斷。
不過，畢竟「年紀」大了，從去年
起，大鐘偶爾就會出現停擺的「小狀
況」，每每總能牽動很多上海市民的
心。不過，好在設計製造上海外灘海
關大鐘的公司－JB喬伊斯鐘錶公司
依然「健在」。

作為外灘的知名「打卡」點之一，
海關大樓主樓高度約120英尺（合
36.2米），鐘樓高度約140英尺（合
43米），大樓總高度約260英尺（合
79.2米），大樓正門底層大廳天花板
有8幅由幾萬塊彩色馬賽克鑲拼而成
的帆船壁畫，是精湛的工藝美術品。
海關大樓鐘樓分發條、機械、發音、
旗樓四層。機械層是大鐘的「心臟」
部分，上百個齒輪互相咬合，3根鋼
絲繩連接着三個巨大的重錘－也就
是大鐘的發條直通發條層，一個敲正
點，一個負責走時，另一個負責報
刻。

■解放網

黃香（約公元 68 年—122
年）為東漢時期官員。年

方九歲時，便知事親之理，名播
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
香」。他在「二十四孝」中的
「扇枕溫衾」（或名「黃香溫
席」）的故事流傳至今。
據悉，此處的原主人本打算在這裡新蓋一

座房子，就在打地基時，發現一些帶有紋飾
的古磚。這讓他聯想起前不久在鄖西的古墓
發現，就連忙告知了縣文物部門。當地文物
部門聞訊後趕赴現場，將現場保護了起來，
並對現場進行了簡單的勘測。

或帶左右耳室
經過考古人員的推測，初步斷定該古墓疑
似東漢時期，「通過墓磚上面的紋路，我們
可以推斷，這個應該和前不久在鄖西發掘的
一樣，同屬於東漢時期的古墓。」十堰市博
物館考古部主任劉志軍說道，該墓從表面上
看為中型墓，但從土壤推斷，該墓或為一座
殘墓，即墓室可能曾經被發現過，後經填埋
及地表變化構成如今現狀。
令人驚喜的是，不同於其他古墓，該墓或

帶左右兩個耳室。其一般位於正屋兩側，恰
如兩耳在人臉的兩側，因而得名。在歷年來
古墓發掘中，帶有耳室的墓較為少見。左耳

室一般用來放置墓主人生前的用品以及陪葬
品，但有些帝王也曾將妃嬪的靈柩存於耳室
同葬。

與房縣淵源深
此墓緊挨房縣著名孝子黃香的祠堂。《三
字經》中「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
執」，把黃香的孝行奉為經典。作為中國古
代著名「二十四孝」之一的黃香，與房縣有
很深的淵源。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房縣城關
的黃孝子祠一直香火旺盛，雖後被拆除，但
黃香「冬月溫衾暖，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
職，千古一黃香」卻一直流傳至今。湖北省
雲夢縣有一道名為「盤鱔」的美食，也與黃
香的傳說有關。
據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員介紹，目前該墓葬

中出土的隨葬品未知，但帶有耳室的墓大部
分都還會存有器物，具體能否發現什麼，該
古墓中是否還有其它驚喜，墓主人與黃香是
否有關係，都還需進一步研究發掘。

滬91歲海關大鐘零件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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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一個古墓，經工作人員初步推斷

為東漢時期的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因距東漢孝子黃香的祠堂不遠，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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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向老人付錢。 網上圖片

■■黃香在黃香在「「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中「「扇枕溫扇枕溫
衾衾」」的故事流傳至今的故事流傳至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考古人員在湖北十堰房縣發現了古
墓墓，，疑與黃香有關疑與黃香有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考古專家由帶有紋路的墓磚推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
斷應為東漢時期墓葬。。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