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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花 東莞報道）
近日，6歲女童小娜在
東莞長安鎮一幼稚園

上課時，因「不聽話」被幼
稚園老師王某扯傷耳朵，傷
口長達4厘米。幼稚園老師
警告小娜不准告訴家長，事
發後小娜母親向警方報案，
經過和解，該幼稚園將王某
辭退。

女童小娜今年6歲，就讀於東莞長安鎮沙頭
社區振安幼稚園大二班。近日小娜母親姚女士
在給小娜梳頭時，發現她的左耳朵裂傷出血，
雖經幼稚園校醫室做了處理，但因不放心又帶
去周圍門診部複查。後經醫生診斷，小娜的耳
朵是由人為撕扯造成。姚女士提供的照片顯
示，小娜左耳的傷口長達4厘米，觸目驚心。
姚女士隨後向警方報案，要求園方退回學費、
賠償醫療費和後續的精神補償共2萬元。最終
經警方調解，該幼稚園將王某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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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傍晚，正值下班高峰期的南京珠江路地鐵口上
演了一場浪漫求婚，電子屏幕上顯示出「你願意嫁給
我嗎？」、「你的愛是我的依靠」等文字，情癡蔣先
生手捧鮮花跪地向女友求婚，並在路人的祝福中成功
牽手。 中新網

2013年十大流行語排名
名次 寓意
1.中國夢 以清新的理念和親和的

風格，廣被認同。
2.光盤 光盤是吃光盤中飯菜的

意思，即節約糧食。
3.倒逼 即逆向促使。如「由下

而上」、「由果問因」
等。

4.逆襲 在逆境中反擊成功。如
新事物衝擊舊事物等

5.微×× 「微」指小、細、輕、
少、弱等，如微博、微
信、微新聞、微電影等
等。

6.大V 是指粉絲超過50萬的
微博用戶稱為網絡大
V。

7.女漢子 指帶有「純爺們性格」
的女性。

8.土豪 指富而不貴的群體。
9.奇葩 比喻某人某事或某物十

分離奇古怪，世上少
有。

10.點讚 是點評的一種，點讚只
說好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日前，上海街頭出現了不少奔馳
(Benz)、寶馬(BMW)、奧迪(Audi)等豪車
的士，需要通過手機叫車，支付方式不收
取現金，只接受

信用卡或支付寶。不少乘坐過的人表示，
那麼拉風的車，起步費卻不貴，只有60
元（人民幣，下同）。

開車後每公里5元收費
據悉，這批豪車的士是由的
士 APP「快的打車&大黃

蜂」在上海推出的一
項全新私人定

制服務。打
破以往的士

只有普通

車型的概念，除了豪車，還有其他多種商
務專車。

大黃蜂CEO黎勇勁介紹說，豪車都是來
自於正規的專業汽車租賃公司，目前在上
海約有近百輛，但數字還在不斷的擴大
中。奔馳S600、寶馬7、奧迪A6L是目前
最好的車型，起步費為60元/小時+5元/公
里（普通的士現為14元+2.4元/公里），
但不排除以後還有更昂貴的車型加入。

坐「豪的」增體面
豪車的士和傳統租賃車不同的是，可以

短途計費，就和普通的士一樣，不再像以
往的租賃車服務必須是1天起租。且計費
方式透明、標準，跑多少算多少。另外還
提供交通意外保險，可拿取發票。如對司
機有不滿的，還可以投訴，投訴成立後，

打的費用還可全額退還。
乘坐過豪車的士的葉先生告訴記者，昨

天他從虹橋機場到外灘開一個重要商務會
議，為了使得自己出席會議的座駕更體
面，他通過軟件叫了一輛寶馬車，從機場
到會場，全程18.5公里，全程1小時，收
費是202元。葉先生說：「平時叫普通的
士，車費約70元人民幣，豪車只比普通
的士貴了100多元，完全可以接受，但因
為我坐了豪車，很多開會的人都對我刮目
相看。」

快的打車CEO呂傳偉認為，商務專車
服務是未來叫車的一種趨勢，可以根據用
戶的不同出行需求提供差異化服務。呂傳
偉舉例說：「比如你要上丈母娘家求婚，
或進行一些商務談判，就需要給你長臉面
的豪車。」

滬新興奔馳奧迪「豪的」60元起錶

一項專門應對意外身亡而推出的「網絡遺囑」服務
網站近日在內地走紅，任一網民都可將自己的「遺
言」裝進這個「人生黑匣子」中。

「網絡遺囑」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遺囑，而是一個專
門用於託管、傳遞個人重要信息的平台，用戶可將自
己的重要信息保存在網絡遺囑保管箱內（「人生黑匣
子」），並留下指定聯繫人。

「情感傳遞、人生記錄、財務信息備份……」內地
一家「網絡遺囑」網站負責人李佳昨日稱，自己創建
的「網絡遺囑」並非純粹的財產分割「遺書」，還擁
有情感傳遞，為用戶的銀行賬號、保險賬號加密備份
等功能。

沒有法律效力
「『網絡遺囑』傳遞更便捷，信息也更容易保

存。」李佳介紹了「網絡遺囑」的優勢。同時，他坦

言，目前，網上立遺囑的方式在內地並不具有法律效
力，但卻可以為用戶應對意外事故做好相關準備。
「用戶如遇意外事故，網站工作人員會將用戶存儲的
所有信息傳遞給指定聯繫人。」

據李佳介紹，網站註冊用戶主要集中在28歲至45歲
之間的「高危職業」人群，自2010年上線以來，僅江
西地區的用戶就已達到1.1萬，內地共有近29萬用
戶，目前每天均有近千人為自己立下「網絡遺囑」。

網民除了通過專門的網站立「遺囑」外，不少網友
還利用加密的「QQ 空間日誌」、博客寫下「遺
囑」。 ■中新社

東
莞

江西南昌縣幽蘭鎮東聯村杜家自
然村一頭母豬近日產下一頭長了三

眼兩鼻兩嘴的小
怪豬。小豬因為
長了兩張嘴，喝
奶時選擇豬媽媽
乳頭會出現「思
維 混 亂 」 的 情
況。「有時這張
嘴想吸母豬一個

乳頭，另一張嘴又想吸另一個乳頭，結果都沒
有吸到。」

養豬戶杜先生開玩笑地說：「這頭豬簡直是
二郎神楊戩轉世啊！」杜先生說：「這頭豬走
路也是搖搖晃晃，經常繞圈走，一不小心就
會摔倒。」

吃霉變飼料致誕畸豬
從事獸醫30年的專家萬站長來表示，根據初

步觀察，這頭小豬應該是畸形胎，走路不聽使
喚是思維不平衡導致，觀測小豬的行動，牠很
可能長了兩個腦袋。「豬仔畸形的概率並不
高，豬媽媽可能吃了霉變飼料才產下了這頭怪
豬。」他預計，小豬吃奶會成問題，營養跟不
上，其成活率估計不高。 ■人民網

南京街頭求婚變暖冬

留聯繫人防不測
「網絡遺囑」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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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十大流行語
中國《咬文嚼

字》雜誌編輯部前

日發布 2013 年度

十大流行語，「中

國夢」位居榜首，

「光盤」、「倒

逼」、「逆襲」、

「微××」、「大

V」 、 「 女 漢

子」、「土豪」、

「奇葩」、「點

讚」等入選，關注

度較高的詞語「搶

頭條」、「小夥

伴 」 、 「 高 大

上」、「霧霾」等

未上榜。 ■中通社

最潮潮

據《新京報》昨日報道，位
列十大流行語首位的「中

國夢」，以其清新的理念和親和
的風格，為廣大民眾所認同，今
年成了一個全民流行語，全社會
都在關注、使用，所以排名第一

（見表）。
「『小夥伴』本來是備選流行

語，但有專家指出，『小夥伴』
指的是男性生殖器，語源不雅，
就沒有收錄。」《咬文嚼字》執
行主編黃安靖解釋道。

杭州動物園裏大熊
貓「成小」最近疑患
眼睛長蟎蟲的問題，
令標誌性的黑眼圈蒙
上一層白色的絨，惹
來不少熊貓粉絲的擔
心。有網友猜測「成
小的眼睛變白，出現
病變」。專家表示並未確定「成小」的眼睛是
否有蟎蟲。

專家認為，如果是在四川，潮濕的環境以及
半野生培殖的情況下，是有得蟎蟲的可能；但
住在杭州的水泥房子裏，得蟎蟲概率不大。杭
州動物園的專家表示：「成都的大熊貓專家認
為，這是皮膚寄生蟲，但哪種寄生蟲還不確
定。先正常治療就好了，不是嚴重疾病，他們
目前也不會來杭州。」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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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小娜被老
師撕裂的耳朶傷
口有4厘米長。

本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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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倚天屠龍記
11:00 大韓好Kimchi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LOVING YOU 我愛你2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及 交易現場
2:45 高朋滿座
3:50 閃電十一人II 及 交易現

場
4:20 放學ICU
5:20 紙箱戰機W
5:50 財經新聞
5:55 十萬噸情緣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碧桂園特約：天氣報告
7:00 學是學非
7:30 東張西望
8:00 舌劍上的公堂
9:00 My盛Lady 及 樓按周轉

友計劃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11:45 瞬間看地球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護花危情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粵語長片：鬼馬福星

6: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 (XXXXIII)
5:00 Scooby-Doo捉鬼敢死隊

(II)
5:30 Max Steel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 及 普通

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高爾夫球雜誌
7:00 音樂之都 (III)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L.A. 潮流教主
8:30 全美一叮 (VII)
9:30 魔幻聖誕頌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魔幻聖誕頌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Michael Bubl 愛回家
1:00 港生活．港享受
1:30 Top Gear (XVII)
2:35 歐陸名畫樂悠揚
3:00 Bloomberg財經第一線
5:00 台灣無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9:00 VS 嵐
10:00 愛的蜜方
11:00 世界第一等
12:00 姊妹淘
12:30 Big Boys Club
1:00 戀愛救兵
2:00 花邊教主V
3:00 藝宅門
3:15 情迷越南
3:50 冒險王
4:45 覓食天下
5:15 姊妹淘
5:45 藝宅門
5:55 忍者小靈精
6:25 大頭公主愛作戰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愛的蜜方
8:30 在中國的故事
9:30 滋味行

10:20 讀上癮
10:30 戀愛救兵
11:30 兄弟幫一千零一夜
1:00 花邊教主V
1:50 藝宅門
2:00 讀上癮
2:05 情迷越南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
10:45 iFit@tv
10:50 ATV每日一歌
11:00 天長地久
12:20 馬上全接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把酒當歌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3:30 ATV粵曲會知音: 林家聲

戲寶承傳系列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GIGA部族
5:00 冒險王比特
5:30 星動亞洲 /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警訊 / iFit@tv
7: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 ATV 2013亞洲小
姐競選總決賽前奏

8:00 星動亞洲
9:00 不朽的名作

10:00 國際財經視野/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 馬上全接觸
11:10 把酒當歌
11:40 國際財經視野
11:50 識過人
1: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2:00 星動亞洲
3:00 國際財經視野
3:30 把酒當歌
4:00 不朽的名作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奇風異俗
9:00 奇幻百寶箱
9:30 The Wiggles Show!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投資中國特別版 - 劉嘯泉
1:0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小芬尼火燭車
4:30 花貓大冒險
5:00 動物大百科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東方
6:55 脈搏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人物與政治
8:30 大巴遊世界
9:00 靈感應

10:00 奇風異俗
11:00 夜間新聞
11:20 賽馬預測
1:00 中國新聞報道
1:30 歐洲藝壇點滴
2:00 奇風異俗
2:50 Music 120

9:03 一套導視
9:07 天天飲食
9:22 一套導視
9:27 精忠岳飛

10:17 精忠岳飛
11:07 精忠岳飛
11:54 一套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一套導視
12:35 今日說法
1:10 一套導視
1:13 因為愛情有多美
1:59 一套導視
2:04 因為愛情有多美
2:50 一套導視
2:55 因為愛情有多美
3:41 一套導視
3:46 因為愛情有多美
4:32 一套導視
4:36 生活提示
4:44 一套導視
4:47 第一動畫樂園
6:56 一套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2 天氣預報
7:42 焦點訪談
8:02 一套導視
8:04 一套導視
8:06 正大綜藝
9:11 尋寶
9:54 一套導視

10:00 晚間新聞
10:30 一套導視
10:42 一套導視
10:43 我的父親母親
11:29 我的父親母親
12:15 我的父親母親
1:01 動物世界
1:31 請您欣賞
1:31 正大綜藝
2:31 正大綜藝
3:31 正大綜藝

9:00 快樂漢語-
9:15 大戲法37/40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大戲法38/40
10:57 大連金石灘風光
10:59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27 廣告002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20 快樂驛站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中文國際
2:13 廣告003
2:15 強者風範-
3:00 毒刺-
3:45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中

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
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18

3:50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中
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
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19

3:55 廣告004
3:58 中文國際
4:00 中國新聞
4:10 百家講壇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中

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
人物頒獎盛典人物介紹19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火藍刀鋒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7:40 百分百感覺II
9:45 一本漫畫闖天涯

11:40 龍鳳鬥
1:40 爆裂刑警
3:35 導火線
5:20 森美海底歷險
7:05 超級整蠱霸王
9:00 玻璃樽

11:25 龍虎門
1:20 暗花
3:05 猛龍
5:25 花好月圓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9:30 FIBA 籃球世界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

站9:00 鍾無艷
10:00 惡作劇之吻
11:05 求愛365
12:00 高中生餐廳
1:00 鍾無艷
2:00 求愛365
2:45 惡作劇之吻
4:00 高中生餐廳
5:00 鍾無艷
5:45 惡作劇之吻
7:00 求愛365
8:00 高中生餐廳
9:00 鍾無艷
9:45 惡作劇之吻

11:00 高中生餐廳

無綫劇集台

■■上海用上海用「「奔馳奔馳」」作作「「豪的豪的」」是是
提升身份的象徵提升身份的象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今年發起網上今年發起「「與土豪與土豪
做朋友做朋友」」活動活動。。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眼兩嘴怪豬三眼兩嘴怪豬

■■「「成小成小」」與姐姐與姐姐
「「成大成大」」玩耍玩耍。。

■■福州市民上網瀏覽福州市民上網瀏覽「「網絡遺囑網絡遺囑」」網站網站。。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