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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提釣島「三方對話」日本拒絕
外交部回應：維護民族利益是兩岸共同責任

馬英九表示，他並沒有試圖一開始就主張三方來
會商，目前是做不到的。他提出「三組雙邊」

的協商，有了結果之後，再來考慮「一組三邊」。換
句話說，大家都有一些雙邊的基礎，如果從這個基
礎出發，能夠涵蓋跟釣魚台列嶼爭議有關的資源問
題，也許可以把爭議的範圍縮小，使得解決爭議的
機會增加。

主權若擱置　資源可共享

他特別指出，東海和平倡議不是只為兩方或一方
設計，是為三方設計，「我們使用的語言都很小

心，並沒有強調『三國』、而是三方」，主要是希望
解決問題，而不是只做一些形式上的努力而已；如
果能夠解決，對三方都是有幫助的。

他說，出發點只是希望換個角度思考，「『主權』
無法分割，但資源可以分享，『主權』的爭議可以
擱置，但資源的開發可以進行。」

馬英九並稱，台灣與大陸有一些漁業方面問題需
要解決，不排除與大陸簽訂「漁業協定」，建立共同
養護與管理區域。

對馬英九的提議，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6日在記者
會上表示，釣魚島本來就不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能接受馬英九的主張。
大陸方面，外交部發言人就此作出回應時重申，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
維護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和在東海的合法
權益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維護中華民族的
整體利益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

沒簽「漁業協議」對話還有機會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趙雨樂表
示，馬英九早前與日本在「漁業協議」上取得一些
成果，希望以此擴大成果。但其實是馬英九一廂情
願，因為台日簽訂「漁業協議」後有很多後遺症，
日本希望以此限制台灣，以後在釣魚島問題上只能
談漁業問題，因此馬英九一提出三方對話，日本馬
上反對。

趙雨樂指出，如果台灣一早沒有跟日本簽訂「漁
業協議」，這個對話還有機會成功，「只能怪馬英九
的如意算盤打得太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下
周將迎來端午節，本應是大啖肉粽的
時候，只是「毒澱粉」風波尚未過
去，台北、台南及嘉義等地先後於6日
及7日又再查獲大批問題食品及原材
料，包括工業染料製豆乾、變造日期
的過期粽子等，令台灣民眾大倒胃
口。

有毒添加劑涵蓋各式點心

而非法使用工業用化學劑「乙二胺
四乙酸」做為食品添加劑的事件更是
越揭越黑，6日查出的問題食品添加劑
幾乎涵蓋台灣各式冰品冷飲點心，目
前正追查91家受影響的下游商家，涉
及台灣15個縣市，執法部門坦言事件
的影響「難以估計」。

台南地檢署透露，6日指揮警、調及
衛生單位，對台南、嘉義等6個處所搜
索，當場在位於台南市佳里區的禹昌
食品公司發現逾期或即將到期的數千
顆肉粽，疑有員工涉變造有效日期到
2014年6月，企圖再度轉手出售。

而在台北，台北地檢署7日指揮調查
局搜索益良食品行，懷疑業者販賣工
業染料給新北市新莊知名老店「尤協
豐豆腐廠」製作豆乾。據新北市觀光
局介紹，新莊的尤協豐豆腐廠自清朝
同治年間就在新莊開業，因歷史悠
久，被新北市觀光局列為新北旅遊景
點之一。但近期掃滅問題食品的專案
小組接到密報，指販賣染料的益良食
品行疑涉將工業染料「黃色素」賣給
尤協豐豆腐廠。

兩岸三地破跨國詐騙 逮86人

美國商會：台外資吸引力亞洲倒數

台人均負債逼近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以呂姓男子為首的詐騙集
團在馬來西亞設立機房，向大陸民眾詐騙，兩岸三地警方合
作逮捕86人，其中台籍54人。

刑事局國際科今天表示，詐騙集團2010年起在日本、菲律
賓等地設立地點，主要向大陸民眾詐騙。警方初估詐騙集團
不法所得約400多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商會昨
日發布二○一三台灣白皮書，直指台灣外
資吸引力大幅落後亞洲其他經濟體，以及
若無核四台灣電力供應將面臨很大疑問等
問題。

美國商會舉例說，儘管台灣去年外來直
接投資比前年增加6億美元，達到55.6億美
元，但去年韓國已達到163億美元，顯示台
灣在吸引外資投資的成果很不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最新資
料顯示，5月份台灣政府債務終見頂回落，
2300多萬台灣居民中，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從前一個月的23.4萬元(新台幣，下同)減少
為23萬元。不過，若連同各級地方政府的
債務一同計算，換算平均每位民眾背債98
萬元，預期年底人均負債將飆破百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馬英九前日接受日媒專訪時，圍繞釣魚島主權問題提議中國

大陸、台灣和日本擱置爭議，就漁業及資源開發等問題舉行「三方對話」。馬英九的提議立

即遭到日方拒絕。學者指出，這其實是台日「漁業協議」的後遺症，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

以只能談漁業限制台灣。而大陸外交部回應馬英九提議時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

今年全台基測即將登場，7日台北文昌宮裡考生與家長帶

准考證，點起文昌燈祈求文昌帝君保佑。 中央社

祈求文昌

■被列為新北旅遊景點的百年老

店「尤協豐豆腐廠」亦被工業染

料案殃及。 中央社

■去年9月中國海監15船抵達釣魚島海域，進行維權巡航執法。

資料圖片

毒豆乾 過期粽　黑心食物竄全台

水淹火鍋店 淡定學生哥蹲凳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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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重慶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雨，讓沙
坪壩區大學城明德路遭淹沒幾百米，網友
們發了一組幾位高校學生在被水淹的火鍋
店內，淡定大嚼火鍋的照片，讓人歎為觀
止。

圖片上的幾個人都是當地一所高校的學生，
年級專業都不相同。當晚8時過，他們來到大學
城附近的一家自助火鍋店為一位即將畢業的同
學餞行。落座不久，四人才注意到，雨越下越
大，火鍋店外已經被水淹沒，雨水沒過火鍋店
門檻，店裡開始積水。

服務員問他們，「還吃不嘛？」四人玩了一
下午，肚子餓得咕咕叫，看 微滾的鍋，喉嚨
裡都要伸出爪子了。「吃哦吃哦，來都來了，
整飽再說！」想了幾秒鐘，有人提議。「要得
要得，吃起吃起⋯⋯」其餘三人附和。

此時，店裡積水已經快淹過腳踝。外面雨越
下越大，腳泡在水裡也不是辦法，四個男生直
接往凳子上一站，蹲 吃。

「外面雨那麼大，出去也惱火，反正這火鍋
味道還可以，我們就這樣吃了1個多小時。」其
中一個男生說。晚上10時過他們結賬離開，積
水已經淹至小腿肚。

日前，蘇州一幢
居民樓起火，兩名
小孩被困屋裡。來
自江蘇省懷遠縣的
小伙子葉雪錳發現
後 ， 不 顧 自 身 安
危，冒險衝進了火
場，將兩個孩子救
出。可等葉雪錳回
頭準備搶救自家物
品時，大火已經吞
噬了整座樓，家裡

的物品全被燒燬了。但是這位任職清潔工的憨
厚小伙子表示，「和救人相比，這些都不算什
麼。能保住兩個孩子的命，我覺得很值。」

2日上午8時許，蘇州市金獅河沿岸23-1號一
棟兩層木結構老樓突然起火，冒出滾滾濃煙，
並傳出陣陣孩子的哭喊聲。住在一樓的葉雪錳
聽到後迅速出門查看，發現二樓窗台邊的一個
空調機已經開始冒煙。危急時刻，葉雪錳找到
一塊門板，將門板移至牆邊，搭在二樓窗戶下
方的平台上，爬上二樓的窗台邊。葉雪錳不停
拍打窗戶，等小姐弟倆哭喊 打開窗戶後，他
一把摟住孩子，飛快地將孩子從屋內抱出，由
另外一名鄰居接力將孩子救出。

姐弟倆毫髮未損，可等葉雪錳回頭準備衝入
自家搶救物品時，大火已經吞噬了整座樓。火
災給葉雪錳帶來了不小的損失，家裡的冰箱、
電視等家電都被燒燬了，還有他的手機、電腦
以及一些過冬的衣服、棉被。

5日，蘇州市獎勵葉雪錳一萬元，表彰其見義
勇為。葉雪錳表示，他將把這一萬元獎金捐給
慈善機構。

■中安在線

近4米高的屈原銅塑，昨日在湖北秭歸縣歸州鎮落

成。銅像微微頷首，凝望家鄉，人們在其腳下誦詩、招

魂，迎接這位偉大詩人的「回歸」。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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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12:00左
右，在天津站後
廣場附近的華興
道路邊，一隻體
長40多厘米的烏
龜在緩慢爬行，
近百市民排成了
三四十米的長隊
圍觀，有不少人
掏出手機給烏龜

拍照。這隻烏龜一邊爬行一邊還「左顧右盼」。主
人高女士介紹，這隻烏龜已經養了55年了，每天至
少要出來爬1公里。

高女士說，這隻開始飼養時只有巴掌大小，飼養
到現在已經有55年了，如今烏龜體重有15斤，之前
是自己母親飼養，20多年前高女士把烏龜弄到自己
家飼養，為此還專門為烏龜定製了大箱子。據介
紹，烏龜每天至少要出來爬1公里，吃喝拉撒都是
高女士打理，每周還要洗一次澡，每月給烏龜買食
物就要花去1000多元。「已經和牠有感情了，就像
家人一樣。」高女士說。 ■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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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舊城區新街的郵政營業廳門口的台

階上擺放 一堆大大小小的行李，旁

邊鋪 一床破舊的毯子，老婦正半躺在身

旁的行李上休息，老翁則在搗鼓 煙桿準

備抽上一口。

原來，老翁姓王，老太姓趙。王大爺今年

85歲，是元陽人，趙大媽今年80歲，是蒙

自人。兩人幾十年前就認識了，當時王大爺

外出賣草藥，來到了個舊。一天，趙大媽病

倒時，王大爺正在跟前，二話沒說就將趙大

媽送到了醫院。「她家老倌(丈夫)不願意給

她看病，我花了800元給她看好了病！」

王大爺說他們以前也是租房住，可是後

來承擔不起每個月三四百元的房租，就只

能住在街上了。他說，有很多好心人給他

們送吃的，還給錢，所以也沒有挨餓。

「我有5個兒子，可是都過世了。」說到

這，王大爺眼裡泛起了淚花。

王大爺的一個外孫就住在他們露宿地方

的附近。被問到為什麼不把老人接回家

時，他的外孫很無奈地回答，「怎麼不

接，我們都包車來接了十多次，回去沒幾

天他又跑出來！」

被問到是否要一直住在這裡，以後有沒

有什麼打算時，王大爺都沒有回答。但是

在被問到有沒有後悔當初的決定時，王大

爺坦蕩地笑應：「我後悔的是沒早點牽

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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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個舊一家郵局的門口，每晚都睡 一對老年夫婦。原來兩位老人的原配都已去世，兩

人找到年少時的戀人，有意做個伴再續前緣。卻遭各自兒女反對甚至驅趕，所以憤怒的老翁

牽 老婦的手共同過起了漂泊的生活。雖然兩人生活只能靠善心人士周濟，有時甚至只能分

吃半隻紅薯，但是在被問到有沒有後悔當初的決定時，老翁坦蕩地笑應：「我後悔的是沒早

點牽 她走！」兩位老人的遭遇讓人感慨，他們的愛情也感動了很多人。 ■雲南網

■王大爺為趙大媽

刮痧。 網上圖片

■四個淡定哥水中燙火鍋。 網上圖片

■老龜在街頭散步，引來市民

圍觀。 網上圖片

■救人小伙葉雪錳。

網上圖片

「只悔沒有早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