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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襲警報突鳴
系統故障釀虛驚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全台各
地昨早8時27分突然傳出空襲警報聲，不少民眾質
疑出了什麼事，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台防務部門
回應說明這是由台「內政部警政署」的警報系統故
障造成。
防空警報讓不少上班族嚇了一跳，台防務部門表

示，防空警報的發布程序，是台「內政部警政民防
防情指揮所」接獲聯合空中作戰中心通知後，才對
外施放警報。聯合空中作戰中心昨早並未向防情指
揮所發布警訊，在警報聲響起之後，作戰中心立刻
向台「內政部」查詢，得知只是烏龍一場。
台「警政署」表示，警報發放時機包含獲知敵機

或不明飛機航跡，判明有可能進襲台、澎地區，並
進入警報發放線以內時，即發布緊急警報；狀況解
除時會發布解除警報。

藍黨務經費減 馬促節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中常

會昨天討論通過明年度黨務總預算案，共編列新台
幣19億餘元(約5億港元)，比前一年減少3000多
萬(約790萬港元)，其中7成以上是人事費用，且有
相當一大部分是退休人員的支出。黨主席馬英九指
示撙節支用，希望大家都能節約。
此外，為因應選舉，行管會表示，今年也有政

治任務，必須用作選舉宣傳費用；選舉經費必須另
外募款，但由於募款有其困難，希望中常委也能夠
協助募款。

台信眾赴粵媽祖文化節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帥誠廣州報道)陸豐市
第二屆媽祖文化節暨迎春祈福大典日前在廣東汕尾
陸豐市隆重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媽祖
宮廟負責人、媽祖信眾共計數千人共襄盛舉。65名
台灣媽祖信眾由台灣北港朝天宮董事會副董事長蔡
輔雄先生帶隊參加盛會。

台音樂人告莞酒店KTV侵權

國台辦：台胞在陸可享失業保險
就業滿6個月登記 與陸居民享同等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知名詞曲作
家葉佳修自今年1月開始以其著作權受侵害為由，
陸續將廣東東莞市各酒店、KTV告上法庭，開出
了5萬到10萬餘元人民幣不等的賠償要求。東莞市
第三人民法院昨日表示，目前該院受理的葉佳修作
為原告的著作權侵權案達到了50宗，已有部分被
告被判賠償。

《外婆的澎湖灣》紅爆兩岸
葉佳修是台灣詞曲作家，其創作的《外婆的澎

湖灣》、《鄉間的小路》等歌曲紅遍海內外，在兩
岸廣為傳唱。葉佳修的代理律師稱，東莞許多歌舞
娛樂場所在未繳納版權使用費的情況下，將葉佳修
享有著作權的30餘首詞曲音樂作品以卡拉OK點
歌的形式向公眾進行商業使用。
對於葉佳修的起訴，東莞許多酒店、KTV大感

愕然並「喊冤」。東莞塘廈鎮某酒店就表示，其經
營時間不長，當時是向有關公司購買的歌曲點播系
統，對系統內有葉佳修的歌曲並不知情，同時認為
葉佳修提出10萬多元人民幣的賠償金額過高。

轟綠借防空識別區「搞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繼中國之後，韓國也宣稱已
設立防空識別區，台軍方昨日也
聲稱「有此考慮」。針對有媒體
就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早前提出
「聯美日抗大陸」的說法，范麗
青強硬指出，民進黨一些人別有
用心借機挑動兩岸對抗，這種喪
失民族立場的言行，必然遭到兩
岸同胞共同反對。
范麗青在記者會開場就率先表

明態度，重申關於劃設東海防空
識別區，是大陸政府維護中華民
族的整體權益的重要舉措，符合
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對於有台灣媒體就此質疑，大
陸的東海識別區問題會否影響兩
岸關係。
范麗青回應時強調，兩岸同胞

是一家人，應當攜手維護中華民
族整體利益，共同捍衛老祖宗給
我們留下的家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近日出台了在大陸失
業的台灣居民可享受失業保險措施，對此，范
麗青介紹，為更好地保障台灣居民在大陸就業
的相關權益，有關部門11月出台相關舉措，規
定台灣居民在大陸常住地穩定就業滿6個月，
並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的，失業後如本人自願，
可到公共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登記，享受就
業服務和相應的失業保險待遇。
有媒體問及，兩岸都面對霧霾天氣問題，會

否考慮聯手對付霧霾天氣。范麗青稱，在經濟
社會發展過程中，兩岸都要高度重視環境保護
問題，不斷採取措施積極治理環境污染。我們
支持兩岸有關方面就環境保護問題加強交流與
合作，共同努力減排防污。

兩岸直航加班機安排確定
2014年春節臨近，針對兩岸直航班機增加航班
次數，范麗青表示，兩岸民航「小兩會」通過協
商，已確定2014年春節加班機安排。針對在某些

城市需求集中的情況，加班機額度較去年也有明
顯增加：上海浦東加班機次較去年增加一倍有餘，
而南京將不再設定加班機上限。
范麗青說，為方便旅客訂票及盡早安排行

程，第一批春節加班將會在12月19日以前核
准。此外，航班的增加也會有助於穩定票價，
民航主管部門將會對春節期間兩岸直航票價加
強監控，同時積極倡導兩岸航空公司提供優惠
票價。

「兩會」料近 台冀簽租稅協議
范麗青在發佈會上並表示，關於兩岸「兩

會」領導人第十次會談，希望雙方朝明年春
節前舉行的方向努力。具體時間、安排和會談
內容，這些部分都有待「兩會」溝通確定。
台「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昨日則表示，從目
前的進度看來，屆時可望簽署兩岸租稅、氣象
合作以及地震監測3項協議，等協商工作告一
段落，就會決定第十次會談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舒

北京及綜合報道）國台辦昨日舉

行例行新聞發佈會，發言人范麗

青宣布自11月起，台灣居民在

大陸可參加社會保險，失業後可

享就業服務和失業保險，與大陸

居民同樣待遇。記者會並談及兩

岸春節包機、兩岸共同對付霧霾

天氣等問題。

■發生誤報的中央遙控警報系統。 中央社

■■范麗青在記者范麗青在記者
會上會上。。 中新社中新社

■澎湖灣原本
只是個概括的
意象，並無特
定的地點或景
色。澎湖縣政
府後來據歌曲
內容打造立體
雕塑，成為當
地景點。

網上圖片

■台胞在陸就業滿6個月可享失業保險。 網上圖片

山西太原街頭近日出現巨型「夢露版」聖誕老人，
禮裙形似被風揚起，露出大腿和黑色底褲。有途人稱
其「是個非常性感的聖誕老人」有網友則直斥「低俗
無知當有趣」。 中新社

劉衛東1989年在親戚介紹下，邂
逅了剛從益陽師範畢業，被分
配到當地中學教書的李時

華，二人結為夫婦。
李時華10年後鼓起
勇氣告訴丈夫，她
想繼續讀書。然
而現實是劉衛東在
一年前下崗，家裡
還有個 8 歲的兒
子。妻子的上進
心，劉衛東看在眼
裡，經過一番思
量，他許諾：「你
想讀書現在還可以
讀，家裡的擔子我
挑。」
就這樣，李時華

離家繼續深造，一讀便是9年，一直
讀至博士，9年時間家裡已經欠下不
少債，巨大的生活壓力，幾乎要把劉
衛東壓垮。李時華學成後被湘潭大學
聘為經濟學副教授。可好景不長，李
時華2008年確診罹患鼻咽癌，病情不
樂觀。劉衛東雖已負債纍纍，但他仍
努力賺錢讓妻子得到更好的醫治。

「沒有他我活不到現在」
李時華在放療、化療時脖子被燒

傷，視力和聽力受到很大影響，但她
堅持重回講台，「只要能給學生上
課，就是最好的治療方式。」劉衛東
說服不了妻子，只得同意。她的學生
說起她，言語中總充滿了感動「我們
最聽她的話，她是我們最尊敬的老
師。」

劉衛東為更好地照顧妻子，承擔下
商學院辦公室衛生清掃工作，每月
360元。「這是治病救命錢，能賺一
分是一分。」接，他又在學校附近
擺攤賣起了紅豆餅。就這樣，妻子在
講台上教書育人，丈夫便在她轉身便
可觸及到的地方，用最大的愛呵護
她的生命。
「想起他的付出，我哭過很多

次。」李時華說，「如果不是他，我
活不到現在，也不可能實現我的夢
想。」可縱然這麼艱苦，他們夫妻倆
卻多次拒絕過別人的捐助。
「社會上總還有比我們更困難的

人，我們只想自食其力，把日子過下
去。」說這話時，賣紅豆餅的劉衛東
身上還黏麵粉，滿臉滄桑，但語氣
很堅定。

電影中角色遇上綁架、禁錮時，總會
設法求救，拋紙條落街是其中一個常見
的做法，但有時候可能是我們「諗多

咗」。福建省福州市鼓西派出所日前接到報警稱，
鼓西路一小區可能發生意外，有人求救。以毛筆寫
有「救命」大字的白紙不斷從某居民樓的七樓陽台
飄出，民警趕到現場時，樓下圍很多民眾。
民警上樓查看，可是幾次敲門都無人應答，後來

聯繫物業負責人，打通了業主林先生的電話。林先
生聽到有關求救字條即哈哈大笑，原來其10歲的兒
子報名上書法班，當天在房間裡練字，誰知道這個
孩子，寫什麼不好，偏偏要寫「救命」兩字，還往
樓下扔，才引起連串誤會。民警下樓向居民們說
明，眾人都大笑起來。 ■《福州晚報》

「重病」3年、住院近20次、看遍
名醫，曾任百度銷售經理、被稱為「百

度病人」的沈明亮至今仍不知自己患的是甚麼
病，「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挺多久，多次絕望到想
自殺」。在N張病歷上，醫生們打各種問號。
他甚至羨慕癌症患者，「至少知道自己生了什麼
病、能吃啥藥！」
沈明亮無法像正常人一樣消化食物，進食和

排泄都得靠胃管導流。沈明亮2年前曾告訴媒
體，他罹患的是「腸胃癱瘓」症，但後來事實證
明，所有治療腸胃癱瘓的措施在他身上都失效。
沈明亮來自貧困的農村家庭，因其銷售履歷

突出，被百度廣州分公司破格錄取，拿過公司的
「銷售冠軍獎」、當上客戶發展部經理，年收入
達五六萬元。但他也付出了自己最大的甚至超過

身體承受能力的努力：長年加班、工餘還要上各
種培訓班。
沈明亮說，如果時光可以重來，他絕不會再

拿身體去「搏」，「沒有健康，什麼都是零。」
■《羊城晚報》

「百度病人」重病三年未確診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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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一口，給100元，以留下的紅唇印
為標準。」武漢光谷步行街噴泉廣場，近

日有一名叫秦語的男子舉牌索吻。據悉，秦語受僱
於一家美容機構，以60萬年薪為其代言。在「買面
子」的告示牌上，顯示對象須為18歲至38歲之間的
美女。
一名年約30歲的女子在攤點前駐足詢問，果

斷獻吻。隨後，多名年輕女子在秦語的面頰上
留下紅唇印後，拿錢走人。8分鐘後 10個名額
即告滿，秦語放下告示牌，「夠了，夠了，再
親就沒錢了……」
不少途人表示不能接受這種做法。獻吻者王小姐

私下說，花錢買不來面子，這更像一場鬧劇。
■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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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

救命

「夢露版」聖誕老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在湖南湘潭大學，有一對

特別不一樣的夫妻：44歲的妻子李時華是學校商學院經濟

學副教授，46歲的丈夫劉衛東卻是賣紅豆餅的小商販。並

非丈夫胸無大志，如此堅持，只是為了守護罹患癌症妻子

堅持教學的心願。而在此前，他用9年時間的相守幫助妻

子完成了從一名中專生到博士的人生飛越。

癌妻終成副教授

■■劉衛東劉衛東((左左))在大學附近開的紅豆餅在大學附近開的紅豆餅
小攤很受師生歡迎小攤很受師生歡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沈明亮鼻沈明亮鼻
上牽插胃上牽插胃
管管，，一頭通一頭通
向胃向胃，，一頭一頭
通向尿瓶通向尿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女途人向秦語獻吻女途人向秦語獻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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