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責任編輯：鄭慧欣 2012年3月19日(星期一)

李嵐清退而不休
應聘小店遭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9年前的春天，李嵐清從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他把自己的退休生活概括為

「八字訣」：「健身、健腦、讀書、寫字」。3月17日，80歲高齡的李嵐清在

廣西民族博物館開篆刻書法素描藝術展，談到退休後的種種感悟和樂趣，包

括曾到路邊小店買年貨，試 「砍價」，還到小飲食店「應聘」打工⋯⋯

李嵐清在開幕式上用幽默的語言講述
了自己退休後的狀況。除打網球、

游泳、打橋牌健身外，他還讀書、寫
書、學習書法和篆刻。為了不麻煩別
人，他學會了電腦——能熟練地運用電
腦軟件編輯和排版，這也是他退休後最
得意的一件事。
為了寫書，他經常早起晚睡，歷時8年

完成一部35萬字的《李嵐清音樂筆談》。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把《李嵐清音樂筆
談》和之前寫的《李嵐清教育訪談錄》
的稿費，全部捐給教育事業。
在李嵐清看來，保健的訣竅就是「健

身健腦，讀書寫作」，他建議老年人用藝
術豐富晚年生活，保持身心健康，他
說，老年人保持健康可以「自己不受
罪，家人不受累，少花醫藥費，有益全
社會」。

重拾學生時代舊趣
據《南國早報》報道，幼年時，李嵐

清對家附近的刻字店很感興趣，自己用

破石頭、修腳刀學刻。退休後他「餘生
的規劃」就是重拾童年舊趣學篆刻。結
果越來越癡迷，9年刻出800多方作品。
他的篆刻作品記錄 人生的方方面面，
有親歷的歷史事件，如「世行無息貸
款，教育項目優先」等，也有對處世的
體悟，如「樂道」、「圓融」、「誠信」，
還有對不良現象的批評，如「過度包
裝」、「不合格」等。
李嵐清並透露，他的篆刻甚至還記錄

了生活趣事。退休後，李嵐清曾到路邊
小店買年貨，試 「砍價」；還到小飲
食店「應聘」打工，結果都被店主認出
而未果，他為此而作了兩方「砍價失
敗」、「應聘不果」的印章自娛紀念。

盼編製篆體字篆刻軟件
李嵐清曾給貝多芬刻過一方印，是中

國唯一給外國音樂家刻過印章的人。李
嵐清說，「我在搞篆刻過程中，越來越
感到漢字的偉大。」但同時他也注意到
電腦鍵盤拼音輸入給象形漢字帶來的危
機。
針對很多年輕人提筆忘字的現象，他

希望能用書法、國畫、篆刻等藝術來引
起人們對漢字的興趣和敬畏。他更建
議，有關研究機構應編製篆體字軟件和
篆刻技法的軟件。李嵐清提醒，青年人
不要只是玩遊戲，還可以玩篆刻，只有
愛好文藝才會有創新思維。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網、中新網報
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2月份70個大
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數據顯
示，70大中城市中有45個城市新房價格
環比下降，持平的城市有21個，上漲的
城市有4個，環比價格上漲的城市之中
漲幅也都沒有超過0.1%；同比價格下降
的城市有27個，比1月份增加了12個。
45個城市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降。二、
三線城市如像長春、杭州降幅比較多，
溫州是新建商品房之中降價幅度最高
的，它下降了0.5個百分點。

部分大城市樓市回升
與此同時，全國部分大城市樓市銷情

也開始回暖。據新華社房地產價格監測
系統監測，2月份的第四周（20日至26
日），全國14個一、二線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套數環比增長26.7%，同比增
長15.3%，創造了今年單周銷量的新
高。其中，北京環比增長238%，達到
2,700多套。天津、南京、杭州、深圳、

廈門、成都環比增長均超過30%。
北京二手房3月份前兩周成交量突破

4,000套，這是去年12月北京執行新的二
手房最低計稅價格標準以來，市場成交
量的最高點。徘徊在低谷大半年的南京
樓市，看房團再出發火熱召集中，春節
後成交量持續攀升，三月前兩周，新房
成交2800多套，認購量高達3500多套，
二手房成交量在最近一個月達到4500
套，已接近常年水準，南京樓市似乎在
短期內突然「回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揚子晚報》報
道，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就房地產問題表態，認為房價
還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之後，新浪
微博傳出按照總理提及的「合理價
位」，計算了各地的「總理房價」，這位
網友的計算方法是：全年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家庭構成人口（按2個人
計算）×合理的房價收入比/90平方米

（小戶型分界線）。結果，一線城市北
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總理房價」
分別是4,387元/平方米、4,831元/平方
米、4,573元/平方米和4,867元/平方
米，均不超過5千元。而南京的「總理
房價」僅為4293.3元/平方米，與現實中
過萬平方米的價格迥異。大多數人認為
該網友的計算方法不嚴謹，均稱只當做
一個美好的願望。

一線城市「總理房價」每平米不超5千

■內地樓價普遍下降。圖為南京的「睇

樓團」。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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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交通督導員執勤時大多配備即影即
有相機，隨時拍下違例車輛作佐證。但原
來他們胸前同時佩戴「蠱惑」徽章(見圖)，
上面藏有微型攝影鏡頭，攝錄民眾一舉一
動。當局辯稱這有助解決督導員與司機之
間的糾紛，並保障他們免受無禮對待，但
公眾質疑「沒人知道鏡頭何時開啟，而且
天知道片段會否落入第三者手中」，指這是
侵犯私隱。
事實上，督導員並無義務告訴駕駛者正被

拍攝，證件上亦只有一行小字「閉路電視攝
錄中」(紅框)提示人們。督導員都被告知，
只有在認為可能與駕駛者爭拗時，才能開啟
鏡頭。巴羅因弗內斯市議會交通服務經理欣
德爾認為這裝置發揮效用，「自引入攝錄證
件以來，並無發生濫用裝置事件。」裝置製
造商Edesix亦保證，所有攝像都被加密，需
密碼開啟，故任何督導員都不可能隨便窺看
拍得片段。 ■《星期日郵報》

飲品巨

擘可口可樂公

司16名黑人及西

班牙裔員工，入

稟美國紐約布魯

克林聯邦法院，

指遭到公司種族

歧視，「被迫在種族

歧視的糞坑裡工作」，還被

警告若投訴將受報復。可口可樂發言

人稱，公司不會容忍工作場所出現種

族歧視，會認真處理及調查事件。

涉侵私隱
英警蠱惑徽章裝鏡頭

法國3名少女上周五晚約11時半深夜在一
條繁忙高速公路行走，慘遭多輛汽車輾
斃。她們身上沒證件，警方後來在現場找
到一部手機，聯繫其家屬，證實她們是來
自馬賽的3姊妹，年齡介乎12至20歲。現場
距最近高速公路入口有17公里，暫不清楚
她們為何深夜在該處行走或是如何進來。
事發於南部蒙特利馬爾附近的A7高速公

路，3人在緊急車道上行走，試圖橫越公
路，期間被一輛重型貨車遮擋視線，未有
見到其他車輛而肇事。該公路連接里昂和
馬賽兩個城市，是歐洲最繁忙高速公路之
一。 ■英國天空電視台

法3姊妹連環輾斃
離奇橫越高速公路

美國加州51歲流
浪漢塞拉諾 ( 見

圖)，13年來盜用
一名女子的身份，
騙取逾10萬美元
(約77萬港元)醫療
費用。他最終被揭
發真身，被控盜
竊、盜用他人身份
和爆竊罪。
塞拉諾上周日在聖克萊門特的公眾場所

睡覺，違反城市條例，被警方查問時，報
稱名為「珀拉．K」，眼利警員聽到這女性
名字，卻發現「她」手腕上的醫院膠帶寫
上不同的名字。警員致電醫院，竟被告知
這個珀拉．K原來是男人。

真身被控多宗盜竊「食死貓」
除珀拉．K外，塞拉諾據悉還有10個其

他化名。一名警長說：「對真正的珀拉．
K來說，這是長達13年的噩夢。」多年
來，她被控涉及多宗盜竊，多次上庭澄清
她毫不知情的指控。

■《紐約每日新聞》/《赫芬頓郵報》

騙77萬醫藥費
流浪漢扮女人13年

委內瑞拉12名警
察於前日凌晨，涉
嫌在西北部城市馬
拉開波槍殺智利駐
委領事女兒，昨日
被拘留。19歲死者
貝倫狄克(見圖)當
時乘坐28歲兄長費
爾南多駕駛的卡
車。被捕警察所屬國家刑事科學調查局的
局長拉米雷斯稱，卡車司機拒絕遵從命令
停車，警方展開追捕後才開槍。委國外交
部發聲明譴責警員使用武力，並要求「在
最短時間內找出真相」。
拉米雷斯表示，涉案警察當時正在該區

調查偷車案，期間涉嫌開槍，有3發子彈擊
中貝倫狄克。他並對警員往往在可避免使
用武力情況下開槍的「不良做法」表示遺
憾。 ■法新社/路透社

委12警被捕
涉槍殺智利領事女

層 層 疊 星 巴 克 激 怪

■綠白標誌的店面裝潢公認是連鎖咖啡店星巴克的特徵，日本一家星巴克分店的牆壁和天花，

卻以層層疊的木條構成別樹一格的內部裝潢，堪稱全球最「怪相」咖啡店。設計該店的日本建

築師隈研吾稱，靈感源自附近建於神道時期的太宰府天滿宮，以及周圍的森林，希望能讓咖啡

店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 ■《每日郵報》

16員工

入稟狀指，公司讓少數族裔員工從事厭惡性
工作，實施不公平紀律處分，並向投訴的

員工報復。代表16名原告人的律師莫雷利稱：
「部分可口可樂員工稱原告人『傻仔』及『忘恩
負義的人』。」數名原告表示，他們一直被稱呼
帶有種族歧視的名字，但涉事人卻從未受罰。

被罵「N」字 美國夢碎
事發於可口可樂位於紐約皇后區及威契斯特

縣的工廠。其中1名受害員工沃克憶述，受聘時

感到中彩票般幸運，因為可口可樂是有聲望的
公司，「不過我從未試過被冠以這麼多花名，
例如『尿布頭』」。
沃克又稱，一名白人員工抱怨被指派清洗污

水管時說：「怎麼是我？當我是nxxxx(歧視黑人
的稱呼)？」意味這種清潔工作應由黑人代勞。
另一名原告努涅斯亦稱，以為這公司既公正又
老實，一派美國作風，故進來工作後感到自己
圓了「美國夢」，不料竟遭歧視，如今情緒備受
困擾。 ■《星期日郵報》/《紐約每日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