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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厲檳源，
在微博上以文配圖的形式，公開了自己
「裸奔哥」的身份。「沒錯，這事兒是我
幹的，剛又出去轉了一圈。以後不去了，
拜拜⋯⋯」18日凌晨3點25分，微博上一

組男子扛 十字架，全身赤裸騎 摩托車疾行
街頭的圖片（見圖），揭開了近兩個月來被網
絡熱議的望京「裸奔哥」的面紗。
兩個月來，深夜中的望京街道，時不時就會

冒出一個裸奔的男子，或騎 小摩托、或扛
十字架、或抱 充氣人模⋯⋯
因頻頻被路人拍照發上網，望京「裸奔哥」

成了網絡紅人和熱議對象。多數網友認為有譁
眾取寵博眼球之嫌，並表示不會認可和接受此
類「藝術」。
對於自己夜晚祼奔的動機，厲檳源表示在生

活和創作中遇到一些瓶頸，感覺自己被很複雜
的現實所禁錮，總有一種不穩定感，於是突然
萌生了這個想法，屬於宣洩困惑，無關藝術創
作。

厲檳源承認，公共裸露為法律和道德所不允
許，但他認為自己的行為沒有對別人造成實際
的干擾，願意接受社會對他的批判。同時，他
的朋友對此也沒有明確表示贊同和反對，最多
只是很驚訝。
「這個時代很壓抑，很無聊，我做的這件事

情，本身就是個隨意的舉動，我覺得夠了，就
結束了。」厲檳源說。　 ■《新京報》

他只上過3年小學，今年65歲，他是大山上的農民，但是，
他卻在實施 一項看似異想天開的計劃—製造一架直升機。
這架直升機已花了3年時間製造，現在只剩下螺旋槳沒有安
裝，他計劃在今年端午節進行試飛。雖然直升機模樣有些簡
陋，但是他想要實現一個夢想：開 這架飛機上山放牛羊。

直升機的製造者，是涼山州雷波縣上田壩鄉上田壩村村民韓拉
莫。「我們住的地方山高坡陡，再好的車開來也不好使。」韓拉
莫說，大山深處，山高坡陡路難行，放羊的工作十分辛苦。他在
電視上看到，直升機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於是就萌發了造一架直
升機的想法。 ■《華西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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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奔哥」現身宣布謝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長春

報道）據報道，長春工業大學驚現
「鋼鐵俠」（見圖）（香港電影稱「鐵
甲奇俠」）身影，他在大學食堂裡參
與「光盤行動」，在操場上與同學賽

跑，在水房幫同學打水，上樓還擠在電梯
的角落⋯⋯
據悉，「鋼鐵俠」名叫祖秉群，他現在

長春工業大學讀大二，今年21歲，身為鐵
桿美漫粉的他，現在就讀於長春工業大學
信息傳播工程學院廣播電視編導系。
祖秉群透露，做鎧甲這個想法在他高二時就已經萌生了，直到半

年前才開始 手，他在網上購買了EVA發泡材質、502膠水和丙烯
塗料，對照 貼吧裡其他網友分享的圖紙，參照電影裡馬克6號與
馬克7號的式樣，加上了手電筒與電路，斷斷續續做成了這套「鎧
甲」，前後成本大概6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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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攀爬運動員讓．米歇爾．卡薩諾瓦，昨日對張家界百龍天

梯鋼結構井架發起挑戰，他在沒有安全繩索保護的情況下耗時68

分26秒徒手攀爬了172米高的百龍天梯鋼結構井架。小圖為讓．

米歇爾．卡薩諾瓦在攀爬中揮手致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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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甲奇俠」驚現校園

「一個女孩結婚時刻是最美麗的，最幸
福的時刻是生孩子。」這曾是奢侈的願望
在「凹面女」王娜身上都一一實現了。因
先天性畸形導致臉部嚴重凹陷成坑，2006
年，在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口腔醫院順利完

成面部整容，2011年，與一位聾啞人喜結連
理。5月16日，歷經磨難的王娜順利產下一名6
斤4 重男嬰。
昨日，曾為王娜做整容手術的西安第四軍醫

大學口腔醫院政治部副主任任曉磊專程從西安
來到醫院看望她。任曉磊稱，醫院工作人員為
王娜多次手術後，已經把她當親人看待，「孩
子有喜，『娘家人』一定要看望。」
「希望孩子以後能學醫，去回報社會。」王

娜的母親李景雲
稱，女兒曾受盡
磨難，但她在社
會各界人士的關
注下得到了更多
的幸福，他們一
家人堅信日子會
越來越好。

■《華商報》

昨日，相親大會的舉辦使得地鐵2號線成
為了「愛情專線」。大會提供近20輛

「愛情巴士」，在徐涇東站轉駁前往「萬人相親
大會」會場。10時許，徐涇東站已是人頭攢
動，一眼望去，「妹子」們顯然經過一番經心
打扮，短裙、高跟不在少數。不少男女已在此
攀談起來，將地鐵站當作「脫光」的第一「戰
場」。

無房難過丈母娘關

在這次「萬人相親大會」會場裡，相親大軍
中已經很少有以往常見的父母替兒女來的情
況，更多的是孩子和父母結伴而來，也有單身
年輕人獨自前來。相比前兩屆父母熱情高漲兒
女平靜的情況，本次相親大會上父母顯得格外

「謹慎」，兒女卻更加「主動」。
「月薪1-2萬」、「高級工程師」⋯⋯大會

「尋緣牆」上，這樣的單身男青年信息比比皆
是。然而對於不少女方家長來說，這樣的信息
並不是「關鍵因素」，有女方家長直言，「男
方有房」仍然是女兒擇偶的必要要求。一位陪
女兒來參加相親大會的母親表示，「肯定是要
有房子的咯，沒房子怎麼結婚？」
來自主辦方的數據顯示，有別於往年「男少

女多」的局面，本次萬人相親大會報名的單身
男性明顯增多，男女比例基本趨於平衡，其中
社會報名男女自然比例為46%比54%；而報名
參會的單身男女中，最小的年齡為21歲，是90
後，21歲到25歲的男女青年比列接近三分之
一；30歲以下的則佔64%。

滬萬人相親會 地鐵站成訂情首站
上海市第三屆婚博覽即「萬人相親大會」，昨日在青浦國際展覽中心拉開大

幕。儘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相親大軍」們的熱情並沒有因此被「澆

滅」，或是全家出動，或是父母上陣，偌大的展覽中心裡人頭攢動，熱鬧非凡。

有趣的是，由於大會提供地鐵接駁巴士服務，地鐵站成了參會未婚男女們見面的

最佳地點，成了未婚男女脫離「光棍」的第一站。 ■本報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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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站外人頭攢動。

■「愛情巴士」候車點排起長隊。 網上圖片「蜘蛛俠」徒手爬上172米天梯

■2006年王娜做整形手術

前照片。 網上圖片

外交知識賽6校晉總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著名書
法家吳紫棟現正於中央圖書館舉行「七十年之
聞見—吳紫棟書法二展」，展品約300幅。為配
合此次展覽，他出版了《幼近家學老未得法》
及《道合即金蘭》兩本書法集。吳紫棟昨日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吳魯書法應該成為一個獨
立的書法流派作為傳承，自己作為吳魯書法第
四代嫡傳，今次展覽既有對吳魯書法的傳承，
亦闡明他對書法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及理解。

吳魯書法第四代傳人

吳紫棟祖籍錢塘，曾祖父吳魯是晚清政治人
物，亦是一位教育家、詩人。他4歲時跟隨二
伯父學習吳魯書法，時至今日，他潛心書法研
究，堅持晉唐主流文化，恪守晉唐家法，書有
大家風範。
吳紫棟以傳統書法及現代書法兩個研究課題

探索中國書法。在2007年首次舉辦的「帖學傳
統淺探」書法展，曾探討「吳魯法書」的源
流。他認為，吳魯書法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書
法流派作為傳承，自己首先是繼承，繼而是變
化和發展。

臨摹吳魯楷書碑文

是次舉辦的書法二展，在「家風」展覽區，
展品中既有他臨摹吳魯書法的楷書碑文，還有
臨摹伯父的書法等。在專門出版的《道合即金
蘭》一書，其書名便是出自吳魯一幅硃筆對聯
「種成皆寶樹，道合即金蘭」。

而他近期創作的行草書法作品，主要集中在
「蘭亭」展覽區，以其臨摹《蘭亭序》和草書

《心經》最為矚目。一向較少作畫的他，亦特別創作少
量水墨畫，作為整個書法展的點綴。近年設立「吳魯法
書研討班」教授學生，今次展覽亦展出李秋娥、余秀
霞、黃玉梅等學生的書法作品，以示吳魯書法的傳承。

林樹哲盧文端施子清主禮

是次展覽由香港中國美術會主辦，於16日開幕，全國
政協常委林樹哲，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香港福建
書畫研究會會長施子清等出席主禮。展覽至今已吸引逾
千人欣賞，展期至今日下午6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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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紫棟舉辦「七十年之聞見」書法二展，傳承吳魯書

法。

周振基陳有慶等接待汕頭僑青企業家考察團

馬逸麗率團訪潮州商會

香港文匯報訊 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

好基金」聯合主辦的第七屆「香港盃」外

交知識競賽半決賽昨日在深水 官立小學

舉行。經過激烈角逐，沙田培英中學、皇

仁書院、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保良局百

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聖言中學和浸信會

呂明才中學等6支代表隊勝出，晉級將於7

月舉行的總決賽。

姜瑜等半決賽觀戰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現場觀摩比

賽。外交部駐港公署陳海平參贊、特區政

府教育局高級督學鄭永昌和「香港明天更

好基金」行政總裁鄧淑德等擔任是次比賽

的評委。

馬逸麗一行到訪潮州商會會館，獲
得潮州商會首長、會董、青委會

成員熱烈歡迎。
周振基介紹商會近年發展說：「商

會除了關注經貿發展，近期更推出

『團結建港』系列講座，通過與不同界
別人士交流，讓會員更進一步了解香
港事務，邀請嘉賓包括特首梁振英、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等。」

商會辦團結建港系列講座

周振基續說，團結、刻苦耐勞、堅
持不懈向來都是潮州人的優良傳統，
希望大家通力合作，把潮州人的精神
發揚光大。他又歡迎客人多訪港，無
論訪問、經商，該會將全力支持。
馬逸麗對港鄉賢長期支持家鄉經濟

建設、教育等事業表達敬意和感謝，

汕頭發展離不開大家支持，又讚揚該
會歷史悠久，凝聚愛國愛港力量，在
港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在周振基會長
領導下，會務越來越活躍。她指出，
訪問將進一步加深兩地年輕一代交
流，促進兩地友好合作，她歡迎鄉賢
返鄉訪問。

陳有慶籲支持家鄉建設
陳有慶致辭歡迎考察團，他簡單介

紹居港潮州人情況，希望今後更多交
流，也呼籲潮商繼續支持家鄉經濟建
設及教育事業發展。

訪問團還拜訪亞洲金融集團、 生
銀行等機構。該會會董蕭成財、高明
東、胡炎松、陳德寧、陳志強、鄭捷
明、黃志建、張詩培、李志強、林本
雄，總主任王小暉參加接待。訪問團
成員尚包括副團長孔德鎬、謝惠蓉，
副秘書長陳旭鵬、李冠禹，團員吳錫
炎、紀家潮、周德鋒、陳小明、吳莉
翔、陳啟雄、廖愛娟、張植興、吳少
通、彭仕喜、藍志標、陳晨麗、方建
雄、石堅、何少強、鄭俊雄、鄭旭
彤、陳文光、楊敦華、陳輝、王遠
龍、蔡馳宇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

汕頭市委常委、統戰部長馬逸麗

日前率領汕頭僑青企業家港深工

商考察團一行到訪香港潮州商

會，獲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永

遠榮譽會長陳有慶等熱情接待。

雙方就進一步加強兩地合作展開

交流，周振基歡迎各青年企業家

蒞臨，並說今後無論是來港交流

或經商，該會將全力支持。

■第七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半決賽昨日舉行，6支中學代表隊勝

出，晉級將於7月舉行的總決賽。 外交部駐港公署網站圖片

■周振基會長致歡迎辭。 黃偉邦攝

■香港潮州商會歡迎汕頭市僑青企業家港深工商考察團一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