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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前迎暴風雪 美8000航班延誤

研究：濫發多謝電郵增多餘碳排放
近在咫尺不開口 網絡傳送虛耗電力

今天是美國感恩
節，但美國中西部前
日起出現暴風雪，惡
劣天氣影響範圍遍及
26個州，最少8,000
班航班延誤。另一股
「炸彈氣旋」此後亦
接力吹襲美國，帶來
強風和大雪，料將影
響美國人過節行程。
美國多處前日均受風暴影響

下大雪，其中丹佛降雪量達每
小時3吋，最高陣風達時速72
公里，積雪厚達2呎，市內學
校停課。丹佛機場前日有近
500班航班取消、350班航班延
誤，有旅客直言飛機降落時能
見度幾乎跌至零，約1,100名
旅客通宵滯留。威斯康星、明
尼蘇達等州份其後亦錄得大
雪。
另一股溫帶風暴於當地時間

前晚吹襲美國西岸，它屬於迅
速增強的「炸彈氣旋」，風力

相當於一級颶風，預料當地山
區將下大雪，即使遠至南加州
亦可能因暴雨引致水浸。該
「炸彈氣旋」其後會繼續東
移，於感恩節期間橫過美國中
部，周末抵達東岸。
全美估計有最少5,500萬人

需駕車或乘飛機回鄉過感恩
節，在兩股風暴先後夾擊下，
預料大部分人的行程均會受
阻。若天氣持續惡劣，紐約
Macy's 百貨亦可能無法按傳
統，在感恩節巡遊升起氣球慶
祝。 ■美聯社/路透社

日准最接近311震央核電站重啟
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

會昨日初步批准位於宮
城縣女川町的女川核電
站2號反應堆重啟，待
徵詢公眾意見後，反應
堆最快有望在 2020年
度之後恢復運作。今次
是2011年「311」大地
震後，第二座在地震中
受損的核電站獲准重新
運作。
女川核電站是「311」大地

震中，最接近震央的核電站，
當時站內3個反應堆的廠房地
下一度水浸，5條外部供電線
有4條斷電，幸好仍然靠剩下
的電源維持冷卻系統運作，成
功使3個反應堆停運，避免出
現福島第一核電站般的災難。
營運女川核電站的東北電力

公司早在2013年已經申請重啟
2號反應堆，並提出興建全長
800米、海拔29米的防潮堤，
以強化對核電站的保護。原子
能規制委員會經過長達6年審
查後，昨日初步通過重啟計
劃，但今後仍要取得地方政府
同意，並完成所有加固工程
後，才可以正式重啟反應堆。

■綜合報道

緬甸遠足中地雷 德女遊客亡
一名德國女遊客前日在
緬甸北部撣邦昔卜鎮遠足
時，誤踩地雷被炸死，同
行一名阿根廷女遊客亦告
受傷。
緬甸是目前全球唯一一
個仍在使用地雷的國家，
在長達數十年的內戰中，
政府軍和武裝組織在全國
各地埋下大量地雷，經常
發生誤觸地雷的傷亡事
件，2016年亦有兩名德國
遊客在撣邦行山時被地雷

炸傷。早前公佈的2019年
《地雷與集束彈監測報
告》指出，去年緬甸共有
430人被地雷炸死，人數是
全球第4多，僅次於阿富
汗、敘利亞和也門。
今次事發的昔卜是緬北

熱門遠足行山地點，有不
少海外背包客前往。不過
當地警方表示，事發現場
是禁止遊客地區，暫時未
知死者和傷者是如何進
入。 ■法新社

twitter將刪閒置賬號
微博twitter日前向用戶發信，表示任何
在12月11日前有超過半年時間未曾登入
的賬戶，包括因用戶死亡而停止活動的
賬號，將會在限期過後被刪除，估計涉
及數以百萬計賬號。消息引起不少網民
不滿，擔心會失去已離世親屬的回憶。
twitter的使用政策一直規定，使用者必

須每半年登入一次，否則賬號可能被刪
除，不過今次卻是首次大規模刪除這類
閒置賬號。twitter表示，刪除閒置賬號是
為了提高平台內容的可信度，並鼓勵用
戶積極登入和使用賬號。對於網上有傳

刪賬是為了釋放一批已使用的用戶名，
twitter否認，但承認一些先前無法使用的
用戶名會在12月11日後重新開放使用。
由於twitter是以登入與否作為刪除賬號

的標準，因此已故用戶的賬號都會被刪
除，除非家屬能夠出示證明申請登入。
此外，一些自動轉發帖文的機械人賬
號，以及用作保留資料的賬號，如果超
過半年沒有登入也會被刪除，包括專門
用來保留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任內官方twit-
ter所發帖文的「@POTUS44」賬號。

■綜合報道

研究由英國能源企業OVO領
導，指出英國人濫發電郵情況

嚴重，49%英國人承認會向坐在附
近的同事發電郵。

英每人每日少發一封 可減1.64萬噸碳
OVO推算，若英國每名成年人每
天少寄一封「多謝電郵」，每年便
將可減少1.64萬噸碳排放，相當於
倫敦飛往西班牙馬德里客機的碳排
放量，或3,334輛柴油車一年的排放
量。調查發現多達71%受訪者認
同，假如能幫助環境，他們不介意
沒收到感謝電郵。
參與研究的蘭開斯特大學教授伯

納斯里解釋，使用電腦時本身已需
消耗電力，當人們發送電郵時，亦
要把資料經互聯網傳送，加上電郵
內容會在伺服器儲存，均涉及能源
消耗，「我們只因沒煙從電腦冒
出，便從沒想到這些，但資訊科技
造成的碳足跡其實很龐大，而且繼
續增長。」不過他承認，研究中列
出的碳排放數字只屬粗略估算。
伯納斯里表示，研究並非要人變

得無禮，而是希望每個人均為環境
踏出一小步，「假如你想向某人發
感謝電郵，但其實對方距離你只有3
米，或許直接上前說句『謝謝你』
會更好。」 ■綜合報道

電郵本屬節約紙張的環保通訊方式，但英國一項研究發

現，英國人每日傳送達6,400萬封多餘電郵，大部分屬不必

要的感謝郵件，例如即使向近在咫尺的同事致謝，也要以電

郵表達，造成額外能源消耗。學者促請公眾「感謝前先想一

想」，避免在不必要時發感謝電郵，增加碳排放。

■英國人濫發電郵情況嚴
重，造成額外能源消耗。

網上圖片

■■居民忙於清理居民忙於清理
積雪積雪。。 美聯社美聯社

■女川核電站有望在2020年度之後恢
復運作。 網上圖片

既
有
紅
棗
核
桃
葡
萄
乾
老
三
樣

還
有
香
瓜
蜂
蜜
牛
肉
乾
新
十
寶

網絡主播帶貨
新疆農產熱銷

天文專家介紹，29 日
晚，土星、月亮、金星、木
星將齊聚天宇，在西南方低
空排成一條直線，上演「四
星連珠」的天文奇觀。
月亮，古稱太陰，它是地
球唯一的天然衛星。作為太
陽系的三顆大行星，土星有
着「指環王」的美譽；金星
在中國被稱為「太白」，當
它早晨出現時，人們稱它為
「啟明星」，當它黃昏出現
時，人們稱它為「長庚
星」；木星素有「巨人行
星」之稱。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

市天文學會理事史志成介紹
說，在本次天象中，土星、
金星、木星都比較明亮。從
亮度上來說，金星最亮
（ -3.9 等），木星次之
（-1.9 等），土星再次之
（0.6 等）；從方位上來
看，木星在金星的右下方，
土星在月球的左上方。這四
個明亮的天體如寶石般鑲嵌
在蔚藍色的天幕之上，競相
閃爍，熠熠生輝，成為天邊
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由於它們的地平高度將

在日落30分鐘後降至10度
左右，因此感興趣的公眾最
好提前找一個視野開闊的地
方，在避開城市光源污染的
情況下，用肉眼或雙筒望遠
鏡觀賞均可，而喜歡天體攝
影的朋友不妨選取有特點的
景物作為背景，將這幕罕見
的天象拍攝下來。」史志成
提醒說。 ■新華社

記者梳理發現，網絡主播「帶貨農產
品」正在新疆走俏。9月，「淘寶

豐收節公益直播」完成新疆160餘種農產
品 16萬件銷售量，銷售額達 470餘萬
元。11月，柯坪縣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中
心通過主播直播形式，銷售恰瑪古70
噸，銷售額達到60萬元……

培育21萬家電子商務企業
此前，為人所熟知的新疆農產品是「老
三樣」，即紅棗、核桃、葡萄乾。通過網
絡主播直播「帶貨」，新疆農產品市場潛
力得到激發，巴楚留香瓜、冰山玉珠色買
提杏、伽師西梅、奇台麵粉、吉木乃冰川
羊、青河沙棘、阿圖什無花果、阿克蘇冰
糖心蘋果、庫爾勒香梨、尼勒克巢蜜等

「新十寶」暢銷淘寶平台。此外，柯坪縣
恰瑪古、塔縣冰川土豆等助力農民脫貧的
產品也逐漸打響品牌。
「網絡主播直播『帶貨』已是近年流
行的銷售方式，其優勢在於宣傳力強，
將流量變成銷量。」新疆西域傳奇電子
商務有限公司生鮮板塊負責人郭文甲
稱，新疆特色農產品種類多、質量優，
加之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為「主播帶
貨」提供了條件。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商務廳數據顯示，

新疆現有47個國家級電子商務示範縣，4
個國家級電子商務示範基地，5個國家級
電子商務示範企業，培育了21萬家電子
商務企業。今年1月至8月，新疆實現網
絡零售額超231億元，其中農村網絡零售

額逾98億元。
電商扶貧已成為新疆興農扶貧的重要

途徑，而網絡直播則為火熱的電商扶貧
添了一把「薪」。「今年再也不愁恰瑪
古賣不出去了，不到一天的時間，主播
們把我家的恰瑪古銷售一空，預計純收
入將達到1萬元。」柯坪縣貧困民眾吐遜
古麗．阿不力米提開心地說。

與平台主播合作銷路大開
11月中旬，柯坪縣2萬餘畝恰瑪古採

收，總產量達2萬噸，該縣與鬥魚、淘
寶、一直播等網絡平台主播進行直播合
作。柯坪縣副縣長劉志惠稱，直播「帶
貨」打開了柯坪縣恰瑪古銷售的新渠
道，解決了農產品的上行問題，有助於

提升恰瑪古市場競爭力，加快當地民眾
脫貧步伐。
記者觀察到，新疆電商或供應鏈公司
樂於選擇知名網絡主播，通過大型直播
活動達到「走銷量」的效果。而新疆本
土主播更多出現在農產品原產地或農產
品豐收節慶活動中，起到科普宣傳、打
響品牌的作用。
21歲的新疆本地花椒主播「飯飯」今

年完成了且末紅棗、喀什石榴相關的兩
場直播「帶貨」。她說：「直播除了展
示銷售農產品成品外，還會走進產地，
讓粉絲們接地氣地看到新疆特色農產品
的生長情況。這也是農民們樂於接受的
推廣方式。」
郭文甲告訴記者，網絡主播「帶貨」

是消費場景的轉變，不變的是仍要面對
傳統銷售中的問題，例如，產品溢價不
足、售後問題如何解決等。生產者、政
府官員、經銷商紛紛走進直播間，能面
對面接收消費者的信息反饋，以此完善
產品及產業鏈，讓更多新疆優質農產品
打開市場。

紅棗 核桃 葡萄乾葡萄乾

明
日
現「
四
星
連
珠
」罕
見
天
象

■ 29日晚，土星月亮金星木星將齊聚
天宇，在西南方低空排成一條直線，
上演「四星連珠」的天文奇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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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勒克縣的蜂蜜、托里縣的牛

肉乾、阿合奇縣的羊肉……面對

手機，淘寶主播「烈兒寶貝」頭

戴民族帽飾，向供貨方詢問着產

品特點；手機屏幕另一端，「粉

絲」們爭分奪秒留言索要購買網

址……在新疆近日舉辦的一場

「淘寶TOP主播新疆專場直播活

動」中，網絡主播彰顯出了強勁

的「帶貨」能力：4小時直播，40

餘個產品，370萬人次觀看，31

萬訂單量，1,317萬元（人民幣，

下同）銷售額。 ■中新社

■ 主播一邊品嚐新疆蜂蜜，一邊同網友
互動。 網上圖片 ■■新疆喀什的石榴熟了新疆喀什的石榴熟了。。入入

秋近冬時秋近冬時，，一波一波「「新疆味新疆味
道道」」開始開始「「霸屏霸屏」」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等電商平台等電商平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