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肅省蘭州
市安寧區一高
校門口巴士站

近日出現「道歉廣
告」，兩個寫有「劉
羽萌，我錯啦」的紅
底白字牌子醒目的掛
在BRT站點牆身，最
底寫 「如果你原諒
我，15號正午在留學生公寓見」，引起路人圍觀拍照。市民大多
以為是90後大學生情侶的惡作劇，仔細看才發現原來是一則廣
告，眾說紛紜道「創意嚇人」。
老年路人張遠說：「這是高校集中區，我們都以為是大學生情

侶吵架後，男生掛給女生道歉的橫幅」；正在牌前拍照的大學生
郭雪認為這是一種新穎的廣告手段，「這種廣告形式剛好貼在大
學校門口的車站，首先給人一種90後大學生又在玩什麼花樣的噱
頭，引人仔細看，挺有創意的」。 ■中新網

廣告扮情侶道歉啟事
甘
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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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 名 為
「五餅二魚」

的餐廳開張兩個多月，老
闆劉鵬飛是一個室內設計師。劉鵬飛說，
自己常出國，看過老外總給流浪漢送愛心便
當，或者多買一杯咖啡免費請路人喝，他從中
領悟到「付出是快樂的」，於是決定用自己的積
蓄，幫更多人學會付出。

不接受捐款 帶頭作付出

劉鵬飛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吃飯是件快樂的事
情，有錢的沒錢的，都應該享受這個過程。但他同

時亦表示，他給了顧
客不買單的自由，但絕不是

鼓勵顧客白吃白喝。
餐廳的月租金高達6萬元，這筆開支全部

由劉鵬飛和另外三個股東支付。但是他表示，他
們絕不接受任何慈善機構和宗教團體的接濟和捐
款。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帶頭者，能有更多的人效仿
他，肯定他的經營理念，加入「付出」的隊伍，來
經營屬於他們自己的店。

客人變義工 節假擦馬桶

每天都有不少客人來蹭飯，時間一長，不少蹭飯

的客人成了義工。他們送來了按摩椅、洗臉盆、水
果，甚至水龍頭，大學生們趁 節假日，趕來刷馬
桶、擦玻璃。
義工陳小姐告訴記者，她跟老闆是朋友，剛開始

老闆每個月都給她工資，但是她總覺得這不是自己
的初衷。三個月後，她謝絕了老闆每個月的酬薪。
「沒有拿工資後，我就告訴自己，這才是我想要的
狀態，這才是我在這裡工作的初衷。」陳小姐開心
地說道。
目前大多數義工還是會選擇繼續做下去，因為

他們覺得老闆「傳遞善良」的這個理念很值得推
崇。

內地今年有部分小學出現「全民班幹部」的情況，一班
42名小學生，卻有近50名班幹部，除了大家熟悉的班長、
組長、課代表，還有關長、門長、領讀員⋯⋯湖北省武漢

洪山區楚才小學五(3)班班主任老師程菊娥笑稱人人都是班幹部。
「櫃子小護士」、「領讀小百靈」、「電機小子」⋯⋯各種班幹

部的「官銜」也千奇百怪。該班學生、「關長」王松霞笑 說：
「我是班級的關長，所有跟『關』相關的活兒我都包了。」關窗
戶、關燈、關飲水機和電子白板都是她的職責。
程菊娥否認「全民班幹部」會導致孩子們產生「官本位」意

識，稱是為了尊重學生的表現慾，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上崗參與
班級管理，又指這些班幹部沒有權力，責任落實不到位的將被更
換或者撤掉。 ■荊楚網

小學生全班皆官
「關長」管關窗關燈

湖
北

「不管學識見解程度高下，絕大多數人都難逃脫『信謠』的命
運。」果殼網創始人「姬十三」在網上發佈了「闢謠10大最流行
生活謠言榜」，當中包括「木瓜豐胸」，原來木瓜酵素和維生素A
都無法起到豐胸效果，流言甚至弄混了古代中國的宣木瓜和作為
水果的番木瓜。
謠言中有些是傳統觀念帶來的錯誤做法，比如（1）「經期洗頭

易患癌、坐月子洗頭一身病」、（2）指甲上月牙是健康「晴雨
表」、（3）木瓜能豐胸；有些是營養保健品推廣者製造的偽概
念，比如（4）宿便是健康殺手、（5）酸性體質是萬病之源、
（6）人的態度會影響食物、（7）孕婦需要穿防輻射服保護胎
兒；有些是對正確科學知識的歪曲，比如食物相剋：（8）果汁
與海鮮不能同吃、（9）服用維生素C可以預防感冒；還有一些
是人們缺乏相關知識造成的誤會，比如（10）市場上存在「人造
雞蛋」，煮熟後能當乒乓球打。 ■《京華時報》

「木瓜豐胸」列10大流行謠言

不懂英語，卻敢背 電飯鍋窮遊10國；不懂網
絡，卻寫出30萬字旅遊攻略的網帖⋯⋯好多年輕
人都不敢嘗試的事情，65歲退休老人丁柏青卻做
到了。幾年前，丁柏青和老伴退休，生活節奏陡
然變慢。2010年4月，偶然發現的廉價機票讓他們

的生活又重新掀起波瀾，老兩口決定窮遊世界。

3年7次走出國門

他們花了4個月時間來準備：女兒幫忙辦手
續、換外幣、訂機票；丁柏青負責學英語、逛論
壇、擬攻略。「我們的心，開始復活；人，開始
甦醒。」丁柏青在旅遊日記中說。此後3年，老
兩口7次走出國門，窮遊了馬來西亞、印度等10
個國家。甚至一度每人僅花費2,900元，12天遊歷
了馬六甲、檳城、峇里島等地。
如今，老丁變身網友「丁哥」，在網上圖文並

茂地分享 自己的窮遊之旅，並寫出了30萬字的
窮遊攻略。他在攻略中透露，花銷少因為事先做
足了準備，「我們把錢控制到了極致，每次出國
都背 電飯鍋。」丁柏青說，他們用電飯鍋煮
飯、做菜、鹵雞蛋，他還有在國外一次購買50包
方便麵的經歷。 ■《華西都市報》

退休漢背電飯煲窮遊10國

■丁柏青在家中講述他的窮遊攻略。網上圖片

位於北京CBD、

正在建設中的人民

日報新大樓一改往

日的灰色外觀，披

上了一層「土豪

金」，金光燦燦，直

插雲霄，引起網友

熱議，有網友直呼

「不知哪位設計師如

此豪邁，設計出生

殖器模樣」。領銜該

樓設計團隊的東南

大學建築學院教

授、國家一級註冊

建築師周琦則表

示，這是一種超現

實主義的建築風

格。 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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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經有過半夜想吃飯卻找不到地方的境遇？沒關係，

在福建省福州榕城廣場，有這麼一家自助餐廳，不僅24小時不

打烊，客人可以隨時品嚐家常菜，而且用餐後可以隨心付餐

費，即便不付款也無妨。餐廳老闆表示，現在社會上存在 信

任危機，他覺得需要有人來傳遞正能量和健康的生活理念，這

就是他開店的初衷。 ■本報記者蘇榕蓉、翁舒昕福州報道

傳遞信任正能量
餐廳隨心付費

■寫有「劉羽萌，我錯啦」的紅底白字

牌子惹人注目。 網上圖片

■劉鵬飛正在招呼客人進

店用餐。 記者翁舒昕 攝

周二上午「立院」表決 國民黨黨紀固票

藍營總動員 反擊倒閣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兩岸首

次保險監理平台首長會議（下稱「金
保會」）本周四將在台北舉行，大陸
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將與台「金管會」
主委曾銘宗討論兩岸保險監理相關議
題。島內業者關注焦點包括台資保險
業登陸「532條款」與提撥部分人民
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
度兩部分條款內容的鬆綁。
據報道，此次「金保會」安排在國

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委員會及
年會期間舉行，項俊波將以IAIS執行
委員的身份在15日赴台。
台灣壽險公會理事長許舒博先前

表示，台方業者希望陸方放寬的市
場准入條件或相關議題，均已呈交
給保險局。島內中小型保險公司希
望藉此機會，提出大陸方面鬆綁資
本額50億美元以上、經營保險業經
驗30年以上、在陸設立代表機構2年
以上「532條款」的准入門檻。關於
大陸保險公司赴台投資設立代表處
或參股比重的細節，也可望在這次
會議中一併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
新聞網報道，大熊貓寶
寶圓仔出生將滿百日，
台北市立動物園為牠舉
行網絡徵名票選活動也
將在明日截止，目前仍
以「圓仔」高居第一
名，「圓寶」和「圓仔
花」跟隨其後。
動物園表示，圓仔目前體重6.88公斤，頭好壯壯，且

已經會用四肢用力撐起身體，一步一步學走，一口氣可
以走上3、4步。票選結果預定於10月26日動物園園慶晚
會時公布。

網絡徵名「圓仔」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高雄市長陳菊昨日表
示，暫無參選民進黨主席的規劃，只想把市政做好，一
切以市政優先。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日前建議陳菊「揮軍北上」，

被解讀是支持陳菊競選黨主席。謝長廷接受媒體採訪表
示，陳菊的資歷、能力與實力都受到肯定，而且也有高
支持度，他認為陳菊有餘裕可以為黨內做更多的承擔，
甚至擔起更大的責任。
陳菊說，感激謝長廷的肯定，現階段仍以市政優先，

高雄市有很多重要的建設要推動，因為高雄市正值轉
型，如果沒有做好準備，將影響高雄市的城市競爭力。

陳菊：尚無參選黨主席規劃

兩岸10機構共建股權交易中心

兩
岸
首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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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會

條
款
鬆
綁「立法院」將在今天上午11時30分將開全院委員會審

查「倒閣案」，周二上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立法院」現有112席「立委」，通過倒閣案須至少有57席立委

贊成。民進黨籍立委共40席，雖然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都

表示相挺倒閣案，預估至少可拿到45票同意票，但距通過倒

閣案門檻還差12票。

藍委：「倒閣」非民眾樂見

儘管如此，國民黨仍不敢掉以輕心。 國民黨團大會已表

示，若國民黨籍「立委」不出席、投錯票，將祭出黨紀處

理。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鴻池昨天表示，在周二投票

前將再開黨團大會凝聚共識。

國民黨籍「立委」王惠美受訪說，她接到3通電話，包括

「行政院長」、「教育部長」跟「次長」，「江宜樺打來請我幫

忙，希望大家團結、支持『行政院』立場」。她認為，現階段

不適合倒閣，政局會更混亂。

國民黨籍「立委」陳根德則在與江宜樺通話時指出不管過

去「行政院」做的對不對，「倒閣」非民眾所樂見。

民進黨則決定在15日上午「立法院」表決倒閣案時，同步

發動「人民『倒閣』、『總統』下台」行動，號召民眾到「立

法院」督陣，黨主席蘇貞昌也將率黨公職參與。民進黨團幹

事長高志鵬受訪說，民進黨團針對今天全院委員會發布強制

動員，請黨團成員都登記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

道）廈門農商銀行、海西股權投資中
心、國信證券、中信證券及台灣永豐創
投等兩岸10個機構日前簽訂合作意向
書，擬以1億元人民幣共建廈門兩岸股
權交易中心。

與會的廈門市副市長國桂榮透露，該
中心最快將於簽約後約1個月正式掛牌啟
動。國桂榮表示，該中心通過引入台灣
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建設，實現兩岸資本
對接，力爭實現兩岸企業雙掛牌和互
認。

1997年台「國民大會」
增修「憲法」，賦予「立
法院」對「行政院長」

提倒閣案。1999年「立法院」首次處理倒閣案，
民進黨及新黨籍「立委」分別對時任「行政院
長」蕭萬長提倒閣案，但兩案表決都不通過。

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去年9月也對時任「行
政院長」陳 提倒閣案，同樣未通過。這次民
進黨對江宜樺提倒閣，是「立法院」第3次、本
屆「立法院」第2次處理倒閣。若這次倒閣案未
過，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1年
內不得再對江宜樺提倒閣案。

兩提「倒閣」均未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針對民進黨「立法

院」黨團對「行政院長」江宜樺提不信任案（下稱

「倒閣案」），「行政院」展開火線總動員，預計今日

（14日）召開記者會闡述立場，江宜樺與「行政院」

高層連日來兵分多路與藍營「立委」聯絡，大打團

結牌請託固票，不少藍委情緒激昂，直說「激發黨

內難得團結的氛圍」。

NBA台北賽13

日在台北小巨蛋開

打，島內人氣女子

團體Weather Girls

在比賽開始前帶來

舞蹈演出，炒熱氣

氛。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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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貓熊寶寶圓仔和媽媽圓

圓依偎在一起。 中央社

■重陽節期間出行，江宜樺（左圖）在嘉義市常青

園輕鬆參觀長者古箏班，蘇貞昌（右圖）則持續進

行「走早市反核四」，所到之處話題不離「倒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