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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未來的信」提醒人類關注氣候變化

悼死去冰川 冰島立碑警世
冰島奧克火山上的奧喬屈

1986年

2019年

爾冰川經歷大片面積流失
後 ， 2014 年 被 確 認 停 止 移
動，成為冰川學家眼中的
「 死 冰 」 (Dead Ice)， 是 冰
島首片「死亡」的冰川。冰
島主要官員及科學家昨日前
往冰川原址，為冰川舉行告
別兼紀念碑揭幕儀式，碑上
刻有「給未來的一封信」，
希望藉此呼籲冰島以至全球
公眾關注暖化對冰川的影

■美國太空總署拍攝的 OK 冰川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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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奧喬屈爾冰川（Okjokull，意為
「奧克(Ok)的冰川」，故又被

稱為「OK 冰川」）形成於 700 年
前左右，坐落於冰島首都雷克雅未
克東北面的奧克火山上，在冰島全
國大部分地區均可清晰看見。在
1890 年，OK 冰川佔地仍然達 16 平
方公里，但隨着全球暖化加劇，冰
川融化速度加快，到了2012年，冰
川面積只剩下 0.7 平方公里，2014
年更停止移動。冰島氣象局的冰川
學家西于爾茲松在2014年親身視察
後，宣佈OK冰片「死亡」。

美學者提出 獲各界響應
不過 OK 冰川「死亡」的消息當
年並未引起輿論關注，直到去年美
國得州賴斯大學的人類學家辛梅內
．豪及博耶為 OK 冰川製作紀錄
片，繼而產生為冰川舉辦告別儀

式、立碑紀念的想法，結果獲得包
括冰島政府在內等多方響應。
除了科學家外，出席昨日儀式的
還包括冰島總理雅各布斯多蒂爾、
冰島環境部長古德布蘭松及聯合國
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羅賓遜等，雅各
布斯多蒂爾先行致辭，然後一眾出
席者再登上奧克火山，在冰川原址
設立銅鑄紀念碑。

刻現今二氧化碳濃度
紀念碑上分別以冰島文及英文刻
上「給未來的一封信」碑文，由冰
島作家馬格納松撰寫，提到 OK 冰
川是首片失去冰川地位的冰島冰
川，而且在未來 200 年間，相信將
有更多冰川步向同一命運，「立碑
是為表明我們已得悉現況並知道應
有所行動。只有未來的你們知道我
們是否做到」。文末刻有「2019 年

冰島文化象徵逐一消逝
■紀念碑刻上「給未來的一封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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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及現時全球二氧化碳濃度，
亦即「415ppm」。
馬格納松指，氣候變化沒有起始
或終結，紀念碑的意義在於提醒人
類，不同歷史事件正在我們眼前上
演，大家不應該對此習以為常。
■綜合報道

冰島全國佈滿大大小小的冰川，堪稱當地文化象
徵，同時亦是推動旅遊業發展的重要元素，去年到
訪冰島的 230 萬遊客中，不少就是以觀賞冰川為目
的。除了已經確認死亡的奧喬屈爾冰川(「OK 冰
川」)外，截至2017年已有數十個較小型冰川消失，
冰島民眾共同擁有的文化亦隨之流逝。
位於冰島西部斯奈火山頂的冰川，曾是科幻小說
《地心探險記》中， 連接一眾主角前往地心的隧道
入口。為 OK 冰川紀念碑撰碑文的作家馬格納松
指，他那一輩的孩童需要熟記各個山脈、曠野、峽
灣的名稱，冰川讓他們回憶起童年的教科書，但這
些看似永恒的事實，卻不再存在。
宣佈 OK 冰川死亡的冰川學家西于爾茲松，自
2000 年起記錄冰島冰川數據，當時全島仍然有超過
300 個冰川，但至 2017 年，56 個較小的冰川已消
失，甚至斯奈山冰川亦正不斷融化。他表示，150

傳日年底研女性繼位天皇 料遇強烈反對

自民黨人看重父系繼承

青口生活環境的水質。
青口在用鰓進食及呼吸時，
所有經過的物質都會逗留在青
口體內，除可提供營養的浮游
生物外，亦包括微塑膠、農藥
或其他污染物，故此平常的食
用青口需要嚴格衛生規定。至
於如大腸桿菌等細菌，青口則

能夠將細菌排出體外或停止細
菌活動。
法國的塔拉海洋基金會曾進
行研究，將青口置於泰晤士
河、埃爾巴河及塞納河等水中
一個月，再檢測青口體內化學
物質。領導研究的海洋生物學
家邁斯特罕形容，青口有如海
洋世界的超級濾器，亦是生物
累積現象的實體模型。
在藻類過多的水源中，青口
也會以藻類為食物，阻止藻類
消耗水中氧氣。丹麥、瑞典及
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目前正試行
「波羅的海藍色成長」計劃，
在波羅的海養殖青口，淨化海
水兼用作動物飼料。不過邁斯
特罕指，要將青口用於全世界
吸收污染物，仍有一定難度。
■法新社

趕絕「打野戰」
英「尖叫公廁」開門噴水

經常被當作桌上佳餚的青
口，原來亦是海底「清道
夫」。海洋生物家發現，以進
食浮游生物為生的青口，潔淨
海水的的能力一流，每日可以
過濾多達 25 公升海水。由於海
洋污染物會在青口體內累積，
人類亦可以青口作指標，檢測

嫌三文治製作慢
法食客竟槍殺店員

傳軟銀向員工放貸投資自家基金
涉1600億元

■ 日皇德仁的女兒愛子內親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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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濾水器」
青口日可過濾 25 公升水

■ 青口潔淨海水的能力一
流。
網上圖片

年前沒有人會擔心冰川消失，即使有時令農地被淹
沒，冰島人仍視之為美麗景色。他指「最古老的冰
川蘊含整個冰島的歷史，我們必須趕在冰川消失前
挽救」。
■綜合報道

法國巴黎上周五晚發生一宗因雞毛瑣事引
起的致命槍擊案，一名男子因為不滿外賣店
製作三文治時間太長，竟開槍擊斃 28 歲店
員，事後逃去無蹤。
事發於巴黎東部市郊，遇害店員的肩膀中
槍，同僚立即報警並急救，但受害人回天乏
術，當場死亡。由於兇手仍逍遙法外，震驚
的居民都聚集在外賣店外議論紛紛，其中一
名居民難以置信問道：「他(店員)僅因為一
塊三文治被殺？」
一名 29 歲女子表示：「太悲哀了，這是
一家安靜餐館，沒發生過任何紛爭。餐館幾
個月前才剛開張。」其他居民則指，當地犯
罪率高，尤其是販毒和醉酒鬧事猖獗。
■法新社

自從今年 5 月日皇換代後，日本皇室只剩下 3 位可以繼承皇位的男
性成員，日皇德仁本身更是膝下無子，令女性能否繼承皇位的議題再
度受到關注。日本傳媒報道，日本政府有意在 10 月舉行德仁即位儀
式後，開始探討讓女性繼位等問題，但亦有可能只會停留在蒐集意見
階段。
《朝日新聞》報道，雖然日本政府有意在秋天以後開始正式討論，
但因為首相安倍晉三政府內部堅持「父系男子」繼承皇位，反對女性
天皇、女系天皇(僅母方繼承皇室血統的男性天皇)及「女性宮家」等的
意見仍然強烈，屆時能否提出有效的穩定皇位繼承方式仍難預料。安
倍7月在朝野政黨領袖討論會上被問到是否贊成女性天皇時說，「這是
必須由黨來決定的問題，目前仍在討論中」，並沒有明確表態。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由於政府內部對女系天皇討論仍持慎重以
對看法，加上自民黨內多數看法仍重視維持父系繼承皇位，因此政府
屆時的討論可能僅停留在聽取學者專家意見。
日本國會2017年6月通過皇室典範特別法時，曾以附帶決議方式認
為穩定皇位繼承的討論不能再推遲，要求政府盡速檢討。皇室典範規
定，只有父系男子能繼承皇位，雖然日本過去皇室歷史中曾出現過天
皇女兒即位的父系女性天皇，卻從未出現過僅有母親有天皇血脈而即
位的母系天皇。
■綜合報道

■冰島西部斯奈山的冰川正不
斷融化。
斷融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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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威爾斯海濱小鎮波斯考爾日前
公佈，計劃於新建的公廁內安裝尖叫
警報、自動開門以及水柱噴射等裝
置，以防止民眾在公廁內發生性行
為。
波斯考爾議會計劃斥資 17 萬英鎊
(約 162 萬港元)，在新建的公廁內加
裝多項功能，包括體重感應，確保每
次只有一人使用，若察覺到廁所內有
激烈動作，則會自動關掉燈光、暖
氣，同時打開廁門並發出警告聲響。
為防露宿者在公廁內過夜，廁所亦會
在一段時間過後自動關掉燈光和暖
氣。
除了這些防止民眾在廁所發生性行
為的特殊阻撓裝置外，廁所地板及牆
面也會加裝高壓清洗水柱，在每次或
特定人數使用後啟動，自動清洗。現
有的公廁將於 10 月拆除，之後陸續
改建新公廁。
不過計劃一公佈就收到不少質疑聲
音。有網友認為體重感應功能是一種
羞辱，「我的體重就等於兩名青少
年」、「我需要有人協助如廁怎麼
辦」、「有些露宿者只能絕望地睡在
公廁，他們需要幫助，而不是這樣趕
走他們」。
■綜合報道

■軟銀行政總裁孫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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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軟銀集團據報計劃向員工提供高達
200 億美元(約 1,569 億港元)貸款，讓他們購
買集團成立的第二筆願景基金的股份，當中
一半金額更可能是借給行政總裁孫正義本
人。軟銀此舉可能引起很大爭議，包括令集
團面對的投資失利風險大大增加。
軟銀上月宣佈第二筆願景基金的資金規模
為 1,080 億美元(約 8,472 億港元)，投資者包
括蘋果、微軟、鴻海、哈薩克斯坦政府，以
及全球多家銀行。單是今次的 200 億美元貸
款，員工資金便將佔第二筆願景基金的 1/
5，若再加上軟銀以集團名義出資的 380 億
美元(約2,981億港元)，軟銀所提供的資金將
達到基金總規模半數以上，遠高於一般基金
出資方會提供的程度。
不過近期創投市場大吹淡風，多家新上市
新創企業的股價及業績皆不如預期，軟銀借
錢給員工購買基金的舉動被視為風險甚高。
不過軟銀高層則相信，此舉可以令員工對基
金的投資更加負責。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