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國強一家在新華東街等車時，小儒將
耳蝸體外處理器丟失。由於這種耳蝸是由
體內外一對一配對組成，如果失去一部
分，另外的也會失效。為4歲女孩找「耳」

的帖子和海報遍佈銀川市，在群眾和政府部門114小時協力
尋找下，終於將4歲女童的「耳朵」找到，使小儒免受再一
次手術之苦。 ■《北京晨報》

「全城尋耳」114小時
■重新戴上耳

蝸處理器的小

儒被爸爸抱在

懷。 新華社

武警雲南總隊三支隊為警犬班退休武警蔣玉濤舉行了與警犬

分別和警犬交接儀式。兩年來，蔣玉濤和警犬黑豹一起訓練、

一起執勤，黑豹雖不會說話，但他們像親兄弟一樣親密無間、

心有靈犀。從犬舍門口到警犬班門口，黑豹一直死死地咬 蔣

玉濤的行李。黑豹發現蔣玉濤的迷彩帽留在警犬班時，突然刁

起帽子飛奔向蔣玉濤跑去。 ■中國武警網

武警退休 愛犬死咬背包

郭享枝是湖北天門市石河鎮劉芳嶺村
三組的農婦，今年52歲，每天飲食都

是些粗茶淡飯。有親戚見郭享枝家生活困
難，送來了幾條魚。郭享枝在吃魚時不慎
將一根2.7厘米的魚刺吸進了喉嚨。

土法喝醋反加重症狀

雖然當時就覺得喉和眼疼，但郭享枝用
民間土法自己治療，在隨後的幾天裡，她
還忍痛地工作和做家務。郭享枝被魚刺卡
住喉嚨的前幾天，她曾大量喝水、大口吞
嚥白飯、還喝了不少醋，希望將魚刺泡
軟。但土法沒效，反而加重症狀，最後不
僅喉嚨疼痛，還發高燒。無奈之下，郭享
枝跑到村衛生室，打了幾天的消炎針也沒
有任何好轉。
郭享枝轉往住武漢協和醫院的耳鼻喉科

病房，可是魚刺已經刺破了心臟主動脈，
卡在了血管上，如今要將其取出來，非得
開胸進行手術，耳鼻喉科正準備將她轉入

胸外科。有醫護人員稱，郭享枝出現這樣
的情況，跟她使用土法治療有關。

手術風險大恐人財兩失

程醫生指這是一個非常規手術，風險太
大了，如果是常規手術的話，預估大約是
30萬，但這個非常規手術就不好說了，搞
得不好有可能人財兩失。目前魚刺正卡在
郭享枝心臟口的大動脈上，這樣嚴重的情
況醫院之前也沒有碰到過，貿然進行手術
很可能導致心臟動脈大出血。
對於可能負擔的昂貴手術費，郭享枝一

家苦惱不已，她的女兒指父母都是農民，
每年收入不足2萬，自己打工一個月也不過
3000多元，父親上半年還出了車禍，最後
到處借錢賠了別人20萬。她希望有醫院能
提供一套便宜的手術方案，也希望有好心
人能夠在經濟上幫忙。武漢同濟醫院在得
知此事後接收了郭享枝，醫生將研究合適
的手術方案後，盡快為她進行手術。

26歲成都女孩王媛，因不滿男友「雙11」
禁止她網購，於是15日中午來到武侯直銷
鞋城，一口氣花了2萬多元，買下了100雙
各式各樣的鞋子洩憤。由於她的轎車裝不

了那麼多鞋，為了炫耀「戰績」，她還讓工作人員將買來
的鞋子，用膠紙貼到自己的轎車上，然後駕車離去。網
友戲稱她是奇葩「拜鞋姐」。 ■《華西都市報》

花2萬買100雙鞋貼車

■「拜鞋姐」一口氣狂買百雙鞋，車裝不下那麼多鞋，便

用膠紙把鞋貼在車外。 網上圖片

長沙獲得網傳中國最「性福」的六大城市排名第一，排
名順序分別是：長沙、蘇州、大連、上海、廣州、北京。
長沙被網民譽為「狂熱魅力的娛樂文化」，雖然發展不及沿
海城市，但該市卻有 獨特的幸福感。蘇州美女多小鳥依
人被指為「最誘人的城市」，而大連的女子集內地南、北方
美女的精髓，是「中國性感美女最多的城市」。■華聲在線

長沙獲選最「性福」城市

今年11歲的朱彥臻，現就讀惠州市第一
中學初一年級，從小喜歡研究機械構造，
搞電子類小發明。7歲時已擁有第一個發明
「一種 燈燈具結構」，獲得國家專利。
「帶有兒童娛樂和自發電裝置的自行車」獲
得國家實用新型專利。今年8月，他為「一
種空調冷凝水加濕器」向國家知識產權局
提出發明專利申請。上個月底，他被惠州
市天煜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聘為特約工程
師，就太陽能 燈項目進行專項研發。

發明新款 燈獲國家專利

朱彥臻發明品多，如給 燈裝上太陽能
板，收集靠近燈罩部分浪費的光源，獲國
家專利；把小型發電機安裝在自行車上，
踏自行車時，車輪能夠發電給自行車的收
音機和MP3等娛樂裝置。朱彥臻甚至把空
調的冷凝水二次利用，將水消毒霧化並帶

回室內，等於為空調添加加濕器的功能。
經過專利代理公司的介紹，朱彥臻成為

了惠州市「百名小發明家培養工程」的培
養對象。他的導師主動聯繫企業，幫助他
把發明推廣給企業。目前，惠州市天煜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將朱彥臻 燈能源利
用的發明進行投產。 ■國際在線

11歲童獲聘特約工程師
■朱彥臻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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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婦吃魚卡喉

開胸取刺花 萬十三

■魚刺刺破心臟主

動脈流程示意圖。

網上圖片

52歲的湖北天門農婦郭享枝在十多天前，被魚刺卡喉

嚨，她用喝醋、吞飯團等土辦法治療，最後不僅沒治

好，還被魚刺刺破了心臟主動脈。女兒指郭享枝現時靠

打營養液在維持生命，身體虛弱。郭享枝要付出至少30

萬的「取刺費」，而且因為手術風險大，很有可能出現人

財兩空的局面。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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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料與蘇爭黨魁

固守雙北台中桃園 楊秋興未必戰高雄

六都決戰 藍料坐四望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一對台灣夫婦在馬來西亞外
海邦邦島度假村遇襲，許立
民遭歹徒槍擊身亡，張安薇
則被擄走下落不明。台「外
交部長」林永樂昨日表示，
目前張安薇平安，初步評估
歹徒非常有可能是菲律賓的
叛離分子，據了解，共有10
個人往菲律賓南方逃逸。
林永樂在「立法院」接受

質詢時表示，事件發生後，
「外交部」已在第一時間做相
關安排，除駐處人員趕往現
場外，同時也與家屬保持密
切聯繫，並協助4位家屬代訂
機票前往馬來西亞。但為保
護人質的安全，林永樂稱不
便詳細說明。

家屬今赴領台男遺體

台夫婦家屬今天將到邦邦
島，接回許立民遺體。張安
薇大哥張大公表示，此行並
會協助邦邦島警方了解案
情，並領回受害者遺物。至
於張安薇下落，張大公說，
家屬只能根據外電報道獲知
她還活 ，沒任何聯繫，也
不曉得她的位置，「只能樂
觀估計她還活 」；針對媒
體詢問贖金，張大公指因涉
及家屬安危，希望不要再報
道。

林
永
樂
：
大
馬
遭
擄
台
婦
平
安

「台灣故事島」啟動
全民同譜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台「文化部」推廣「國民記憶
庫：台灣故事島」，鼓勵民眾自己
口述生命史，匯集成記憶庫。台
「文化部」昨日舉行啟動記者會。

「文化部長」龍應台說：「從
小我們就知道有世界史、國史，
解嚴後也開始大量出現地方史，
但是每個人的生命史、藏在深處
的個人記憶卻還沒有受到廣泛的
深掘。」，希望所有民眾，寫出個
人的生命史，通通匯總起來，才
是真正的台灣歷史。

台食品業者
盼陸人勿失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翁舒昕 平

潭報道) 台灣食品安全風暴愈演愈
烈，不僅令島內民眾擔憂，原本
對「台灣製造」頗有信心的大陸
消費者也有所動搖。昨日在福建
開幕的「2013平潭．台灣商品交
易會」上，台灣業者希望大陸消
費者不要對台灣食品失去信心。
台灣大同醬油負責人表示，作

為台灣老字號企業，近百年來能
始終虜獲顧客的心，主要還是它
對傳統黑豆釀造工法的支持，砸
自己招牌的事情是不會做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在岡比亞宣佈與台
灣「斷交」3天後，台「外交部長」林永樂昨日
宣佈，台當局基於維護尊嚴及「活路外交」原
則，決定自18日起終止雙方「外交」關係，並撤
離「大使館」、技術團人員及停止一切雙邊合作
計劃。林永樂認為，雙方「斷交」無關大陸因
素。「外交部」將「斷交」暫時定位為「突發事
件」。
林永樂指出，岡比亞和大陸並沒有任何接觸和

來往是事實，他認為，岡比亞短時間內與大陸建
交的情況也不會發生。
馬英九昨日透過「總統府」發言人表示，要求

「外交部」必須痛定思痛、通盤檢討，避免類似

情事再次發生。

7「友邦」無駐大使 名存實亡

對於台灣派特使往岡比亞，企圖挽回雙方關
係，卻連總統賈梅的面也見不 ，多位「立委」
質疑，是否因為岡比亞要求金援遭拒，才會引發
「斷交」，林永樂雖再三強調，岡比亞過去半年多
「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但他也透露，岡比亞今年
1月確「有提財政方面請求」，金額不方便透露。
民進黨「立委」蔡煌瑯表示，不只岡比亞，現

在有7個「友邦」，包括帛琉、貝里斯、海地、宏
都拉斯、聖多美、教廷、巴拉圭，都到了「名存
實亡」的地步，均沒有派駐大使在台。

面對具有高施政滿意度的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
即便在綠營內部也無人能挑戰其連任。因此國

民黨能否啃下高雄這塊「硬骨頭」尚存疑慮。

朱立倫未定拚「大選」或連任

據報道，國民黨高層原屬意「政務委員」、有「小
巨人」之稱的前高雄縣長楊秋興披掛上陣，但近來楊
秋興陣營多次釋放出「不選」的訊息。此外，二次
「征戰」大高雄的「立委」黃昭順近來緊盯行政部
門，呼籲不要把「中央」的政績都拱手讓民眾誤以為
是高雄市政府的政績，也被解讀是有意再戰。
可競選連任的新北市長朱立倫與台中市長胡志強，

至今均未明確表態。原本計劃年底宣佈的胡志強延至
明年2月再決定。朱立倫目前動向未明，到底要直接挑
戰2016「大選」，還是先拚連任，還需要再認真考慮。
由於台北市長郝龍斌任期已滿，目前國民黨「立委」

蔡正元、丁守中、市議員楊實秋、秦慧珠都表態有意
參選，但被視為最大吸票機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之
子連勝文參選態勢越來越明朗。首度升格的桃園市由

現任縣長吳志揚直接參選是最為理想的狀況。

柯文哲呂秀蓮難敵連勝文

民進黨在坐穩南部的基礎上，對於「北上」跨過濁
水溪始終抱有期待。特別是在年初的「立委」補選
中，台中市僅輸國民黨不到1%的選票，因此料會成為
「六都」選舉時選情最膠 的陣地。在蘇嘉全退出
後，民進黨「立委」林佳龍、蔡其昌將在12月30日進
行初選民調。
對於民進黨而言，需要「攻堅」的台北市卻有可能

因為出戰人選不利而有較大難度。由於黨主席蘇貞昌
與蔡英文均意在2016年爭奪「總統」寶座，因此無論
黨內熱門的台大醫生柯文哲或「回鍋」的呂秀蓮出
戰，若對上連勝文，贏面都不看好。
在「六都」最大票倉新北市，在民進黨內初選中，

黨內大佬游錫 、新北市黨部主委羅致政、前「立委」
莊碩漢「三搶一」。游錫 昨天接受訪問時不諱言其
假想敵就是朱立倫，稱「如果新北市不是朱立倫的
話，那麼他會更好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舒婕 綜合報道）雖然距明年底的「七合一選舉」還有一年多時間，

但島內藍綠都在積極準備。其中「六都」將是決戰焦點。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消息稱，藍營評

估「坐四望五」，除了全力固守台北、新北、台中和新升格的桃園市外，也期望能「光復」高

雄市，至於綠營長期主政的台南市，藍營的贏面更是微乎其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被稱為民進黨「兩個太陽」
的蘇貞昌和蔡英文，是否爭選黨主席之位備受關注。一名與
蔡陣營互動密切的綠營人士17日稱「百分之百」強調蔡英文
將投入選舉；由於選舉在明年5月，要到明年農曆年後才會對
外宣佈。
據了解，目前民進黨最具實力的前新潮流系，儘管未表態

支持特定對象，但內部有一股聲音，認為明年新任主席誰來
當，必須從「誰能打贏2016」的角度思考；所以，假若蔡英
文最後決定參戰，挺蔡的態勢就會趨於明顯。

台確認與岡「斷交」澄清非關陸

■不少在台讀書的岡比亞學生均擔心受到影

響。 中央社

■藍綠陣營皆在積極準

備「七合一」地方市長

選舉。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