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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後病情惡化 值班醫生疑擅離職守

8小時無人理 台婦痛死母面前

台灣靚女南非選美險遭賣身

蝦球無蝦
美食「名不副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消基會前天公
布十六款市售食品的標示抽檢結果，結果共十二
款被檢出名不副實，既無實際原料，也未標示其
實僅是「口味」或「風味」；包括桂冠蝦球沒
蝦、阿薩姆蘋果奶茶沒蘋果、滋露草莓巧克力沒
草莓和盛香珍荔枝椰果沒荔枝等，知名廠牌也上
榜。

消基會說，像pinky水蜜桃薄荷糖沒水蜜桃，也
發現有雞蛋布丁沒雞蛋，甚至有草莓巧克力棒，
既沒草莓也無巧克力。 其他像是桂冠蝦球內容物
標示有魚漿、澱粉、花枝丁和天然紅麴色素等，
就是少了最關鍵的蝦，連「蝦風味」來自哪裡也
看不出來。

消基會秘書長雷立芬呼籲，業者應充分告知產
品資訊，政府面對市面上充斥標示不清商品，也
應加強抽檢和研擬管制規範。

藍綠市長同台
郝龍斌南下引猜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7日下午在台南

市舉辦的2013大台南旅展，中國國民黨籍的台北市
長郝龍斌親身南下，與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賴清
德同台。由於郝、賴兩人都被視為藍綠兩黨2016年
進駐台灣「總統府」的熱門人選之一，7日這趟

「台南行」引發媒體對郝卸任後動向的種種猜想。
這次旅展焦點，郝、賴二人同台品嚐台南特產

東山咖啡，現場媒體直問兩人對2016台灣地區
「總統」選舉有何想法，郝龍斌以「政黨的理念
上競爭，但工作上可以合作」回應，而賴清德則
表示「喝咖啡談政治會掃興」，不願正面回應。
郝龍斌這次到台南，是繼去年2月到台南參加228
紀念活動後，再次「深入綠營」。

■圖中商品為消基會公布名實不符食品。 中央社

■吳婦失

救的阮綜

合醫院。

網上圖片

醫改會研究發展組組員張雅婷表
示，醫生對病人家屬9度呼救置之

不理，醫生與醫院管理都出了很大問
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秘書長雷立芬
指，此案凸顯該醫院沒把人命當一回
事，高雄市衛生局醫政事務科科長王小
星表示會調查。

9衝救護站找不到醫生

吳母表示，其女兒上月5日住院，安排
13日開刀，手術後主刀婦產科醫生李永全

捧出女兒的卵巢，她才知女兒因膿瘍被切
除卵巢，晚上7時45分，女兒被推到一般
病房。吳母說，女兒進病房後不久就出現
劇痛、冒冷汗，她從晚上8時起不斷衝到
護理站，請求找醫生為女兒看診，但護士
說：「打了5次電話，醫生都不來。」她
到護理站求救共9次，護士只給過3次藥，
都無醫生探視。 吳母說，14日凌晨3時54
分，哀號到筋疲力盡的女兒突然雙手緊緊
抓住她的手，說：「媽媽，我要走了。」
接 眼睛翻白、沒了氣息。

院方辯稱未違反流程

被指冷血罔顧病人生死，阮綜合醫院

副院長陳鴻曜表示，當晚吳女所在病房

由一名女實習醫生值班，但該醫生沒到

場，將開檢討會議要求她說明，但認為

院方在事件上未違反工作流程。院方表

示，已在事後暫停實習醫生值夜班。值

班主治醫生吳錦明也將矛頭指向實習醫

生，稱在吳女求救的8個小時內，他未收

到值班實習醫生的報告，因此不知情。

不過，台灣衛生福利部發言人王哲超

指出，尚未取得醫生證書的實習醫生僅

可在合格醫生指導下開藥，否則違反

《醫師法》，最高可處5年徒刑。台灣平面

媒體事後向院方表示要訪問涉事女實習

醫生，但副院長陳鴻曜以對方「壓力很

大」為由，要求媒體「手下留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高雄45歲婦人吳麗惠因卵巢膿瘍，

於上月初入住當地著名的阮綜合醫院，疑因該院醫護人員疏於照顧而

死於非命。事緣手術後吳婦於病房休養期間突然病情惡化，卻因值班

醫生擅離職守，任其受巨痛在病房內哀號8小時；陪伴在側的吳母9次

向護士站求救，竟一一被護士以「醫生不在」為由拒理，最終在家屬

苦苦哀求下，院方竟安排一名尚無醫生執照的實習醫生在電話中「隔

空」開藥3次，最終吳婦活活痛死在母親面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民黨副

主席蔣孝嚴7日在北京表示，過去兩岸關係經歷

了風風雨雨，但再也不會兵戎相見。大陸越開放

兩岸關係就越有希望。「兩岸關係需聚沙成塔，

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破除萬難、勇往直前。」

「兩岸情．心連心—中華兩岸書畫藝術交流展

暨研討會」昨日在北京政協禮堂開幕，蔣孝嚴在

致辭時指出，文化可使一個國家偉大，中國因文

化而偉大指日可待。在這方面，兩岸需密切合

作、交流，共同努力去實現。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中華文化發展促

進會會長許嘉璐在致辭中表示，兩岸文化同根同

源，體現形式多樣。

此次活動由中華兩岸文化藝術基金會和中華將

軍書畫院共同發起，為期三天。交流展展出200

餘幅來自兩岸知名書畫家的精品力作，兩岸文化

界人士、書畫名家還將研討書畫技藝、中華文

化，並進行書畫交流筆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3
歲的台灣美少女葉海葳11月下旬遠
赴南非參加「世界臉蛋小姐」（Face
of World 2013）比賽，卻遭到對方
軟禁，葉女懷疑有人口販運或賣淫
集團巧設選美名目誘拐美女，伺機
向台灣駐南非代表求援，才順利脫
困平安返台。

台灣刑事局國際科12月6日證實事
件，並已與南非警方聯手追查，查
出主辦該項選美的兩名尼日利亞籍
男子，是持觀光簽證入境並已逾期
居留，已將兩人逮捕。台灣警方懷
疑兩男是藉選美進行跨國詐騙，將
再蒐證給南非警方。

身高172公分的葉海葳，是台灣本
土選美比賽的常客，是次由台灣「中

華國際選美發展交流協會」推薦參與
該比賽。選美協會理事長林莉莉說，
這個選美活動是對方主動邀約，經查
去年曾舉辦過，評價還不錯，才派人
參加，未來將更嚴謹把關。

參賽僅六人涉人口販賣

葉女返台後向媒體爆料，稱她抵
達南非後發現所謂「世界選美」竟
僅有6名分別來自台灣、白俄羅斯、
菲律賓、津巴布韋、納米比亞、意
大利等地的參賽者。葉女更指控，
眾女被安排投宿在廉價旅館，且遭
主辦單位限制出入自由，更指有佳
麗險遭兩名「主辦者」強姦。

前後被困3天的葉女，最終伺機向
台灣駐南非代表求助，才揭發事件。

台灣刑事局表示，有關案件主要仍由
南非警方跟進調查，目前仍未證實是
否涉及跨國人口販賣等嚴重罪行。

蔣孝嚴：兩岸需愚公精神破萬難

■疑遭騙參加選美被軟禁僥倖逃離

的台女葉海葳（圖右）。 網上圖片

■吳婦母親捧 失救的女兒遺照。

網上圖片

海南東方市的「日軍侵瓊八所死
難勞工遺址」，數名工人12月6日正
加緊對一處損壞的勞工監獄進行加

固，另一處完好的勞工監獄已經加
固完成。日軍侵瓊八所死難勞工遺
址分為東邊遺址和西邊遺址。東邊
遺址主要埋有死難勞工和戰俘的遺
骨，又稱八所港「萬人坑」。西邊
遺址主要有日軍建造的兩間勞工監
獄和東方市政府修建的死難勞工紀
念碑。海南省文體廳同意採取整體
平移手段，將兩間勞工監獄遺址移
到東邊的「萬人坑」遺址。侵瓊日
軍為了掠奪石碌鐵礦以及海南西部
豐富的自然資源，興建八所港，勞
工在這裡過 非人生活。

■中新社

■工人為勞工監獄遺址平移作好準

備。 中新社

■踏單車的牛大為。 網上圖片

保國寺建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
(1013年)的保國寺大殿，屹立於

寧波西北郊靈山山坳，到2013年剛好
滿1000年。在江南多雨潮濕、颱風肆
虐、蟲蛀蟻食的環境下，保國寺1000
年後仍屹立不倒。

黃檜木防侵害

保國寺可謂是一部「凝固的木頭寫
的史書」，有「鳥不入，蟲不蛀，蜘
蛛不結網，灰塵不上樑」的奇觀，成
為保存最完整、江南僅存的幾座唐宋
古建築之一。這據說與大殿用料有
關，在保國寺大殿在維修時，從換下

來的木料發現是黃檜，這種
木料特性堅實和耐腐。由於
黃檜木中含有一種刺激性的
芳香油，使保國寺免卻蟲蛀
侵害。

大殿建造成海內孤例

保國寺大殿反映了宋《營造
法式》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的
基礎，擁有 鮮明江南特色的
廳堂架構，影響此後中國古建築。自
唐以來中日之間有 密切的文化交
流，不少江南建築工人也越洋來到日
本，主持建造日本眾多寺廟，使日本

不少古建築也帶有江南風味。有專家
指保國寺許多結構、斗拱做法已成海
外孤例。

在江南潮濕、颱

風、蟲蛀等不利木造

建築的地方，寧波保

國 寺 北 宋 大 殿 過

1000年仍可以屹立

不倒，凝固的木造古

建築記載千年歷史，

是保存最完整、江南

僅存的幾座唐宋古建

築之一。「百毒不侵」

的保國寺亦被譽為

「鳥不入，蟲不蛀」

的古建築奇觀。

■本報記者茅建興

寧波報道

寧波千年古寺

每天下午三點長沙市韭菜園路巷
子口的一處雲吞攤前總是圍滿顧
客。雲吞攤主萬淑君今年84歲，街
坊鄰居稱她為「雲吞奶奶」，她賣的
良心雲吞一元錢十個，雖然利潤少
但她只求和客人交朋友，比網友讚
譽為「業界良心」。

萬淑君年輕時曾在國營餐飲店工
作，練成一門好手藝。她退休後在
家附近擺起了雲吞攤，一擺就是20

年。萬淑君指自己有退休工資衣食
無憂，膝下兒女也很孝順。她賣雲
吞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打發時
間，和街坊、顧客聊天交朋友。

一天要包3000個雲吞

有附近居民喜歡下班時在雲吞攤
逗留片刻，和她聊天順便買10元雲
吞，有人評價萬淑君的雲吞皮薄肉
厚，便宜又衛生。一元錢十個雲

吞，按照現在的物價計算，利潤
小。她微利經營的故事很快在網絡
上傳開，被網友們讚譽為「業界良
心」。慕名而來的顧客絡繹不絕，有
顧客更是大批量預定雲吞，最忙的
時候萬淑君一天要包3000個左右的
雲吞。萬淑君指只要顧客喜歡吃她
的雲吞，她就會一直包下去，每天
能和這麼多人聊天打發時間，她就
很快樂。 ■綜合報道

日殺華工遺址移至「萬人坑」

■保國寺大殿精進院特有的木製結構

（上圖）和大藻井（下圖）。 茅建興攝

25歲的北京懷柔青年牛大為，是
一名騎行愛好者。今年他辭去幼教
工作，決定騎車去尼泊爾，牛大為
歷經近兩個月，踏單車5400公里，
從北京踏單車到了尼泊爾加德滿
都。過程中他曾經試過在北京迷
路，由當地人帶 他走十幾公里。
他又試過雨中爆胎，幸好得到村民
協助修理。進入尼泊爾單車報銷，
但有澳洲人帶他去一家中國人聚居
的旅館。他指沿途熱心的陌生人給
予的無償幫助，讓他堅持到了最
後。 ■《新京報》

京漢單車遊5400公里赴尼國

家住成都青白江區同井村的聶永兵能用鼻子吹汽車輪胎。在聶

永兵租住的大院裡，4個貨車車胎在地上擺開，近40米長的天然氣

軟管將它們連接起來。聶永兵先將軟管一頭插入右鼻孔，左手捂

左鼻孔和左耳，再深深吸口氣，然後吹了起來。僅僅過了3分

鐘，2個車胎已開始微鼓。20分鐘後，4個輪胎竟然全部被吹脹。

除此之外，聶永兵還會腳踩刀尖、眼皮提水桶等絕活。聶永兵

說，這些本領都是他花了八九年時間「自學成才」，原初目的是強

健身體，現在則夢想能走上舞台露兩手。 ■《成都商報》

鼻氣吹脹4車胎

阿婆賣「良心雲吞」一元十個

百 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侵不毒

■顧客們在萬淑君雲吞攤前排隊買

雲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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