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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一網絡會所近日招聘
收銀員、網管及領班等工作人
員，沒料想卻收到一封特殊的手
寫簡歷，簡歷寫在一張小紙片
上，僅34個漢字，網友戲稱「史
上最牛」、「好精簡好萌」。
簡歷寫：「2010，廚師，在
深圳，沙井；2011，傳菜員，八
一路，長沙；2012，東塘，步步
高，管理員；2013，海帝時空網
吧，服務員。」
問到這位求職者是否被錄用，
公司負責人說「沒有」。「他面
試的是領班的職位，我們公司認
為這樣寫簡歷的態度不是很認

真，我個人認為一份優秀的簡歷
起碼要全面，要突出自身的某些
特點，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
象。」 ■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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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問題」、「不祥的預

感」、「敵人」、「悲」、「噩
夢」等諸多負面的詞彙出現在湖南
長沙小六學生聶宇航約400字的寒
假日記上，令人猜想到底這位小朋
友身上發生了甚麼悲劇。原來9歲
聶宇航所煩惱的，是餐桌上父母給
其不停夾菜。日記中一句「餐桌上
的主要敵人不是菜，而是我的爸
媽！」成為網友公認最萌的金句。
據網友爆料，聶宇航的母親陳女

士說，宇航平時吃飯時很少說話，
餐桌上父母給孩子不停地夾菜主要是
怕孩子吃不飽挨餓。看了孩子的日記

後，方才明白孩子吃飯時的真實而豐
富的感受。 ■中新網

2.26米高人徵婚
覓得及腰女友覓得及腰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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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的母親楊東萍說，孩子讀小
學時身體正常，17歲後變得異

常，每年都要長高三四厘米。後來
得知其腦中長有壓迫視覺神經的垂
體瘤，前年進行腫瘤摘除手術，這
才停止生長，身高停在了2.26米。

女方：想找高大男友
「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外出找工

作，照顧我越來越難，真希望有個
好姑娘能夠牽我的手，接過父母手
中的接力棒，和我一起組建家庭，
分擔生活壓力。」王強在2月14日
情人節前，借助媒體、微博、網絡
徵婚，至於女方條件，只要身體健
康，未婚，心地善良，溫柔體貼就
行。
一個名叫陳虹的20歲四川姑娘於

情人節當天來到王強工作的葫蘆山

景區，讓王強倍感意外與驚喜。陳
虹17歲到廣東打工，現在一家餐飲
企業上班。陳虹說，她1歲時就被人
抱養，從小缺少安全感。所以長大
後，她想要找一個高大威猛的男朋
友，而王強這樣的「小巨人」，正
好滿足她的要求。
「王強眼睛不太好使，但是身高

2.26米，有明星效應。」陳虹表示，
以後王強參加一些活動，賺取的費
用也應該夠一家人開銷，最重要的
是他高大又善良。
王強說，自己這樣的情況，能有

人看得上已經很難得，陳虹又那麼
年輕漂亮，他會好好珍惜的。
王強與陳虹當天交談了一個多小

時，雙方都比較滿意。陳虹還搬來
凳子，站在凳子上吻了自己的巨人
男友。

與籃球巨星姚

明同為 2.26 米

高的重慶「小巨

人」王強，並沒

有因為身高而名成

利就，他因患病身

高瘋長，走路不穩容易

摔倒，腦中的垂體瘤壓迫視覺神經，令

其視力急降，診費又是另一個艱鉅的問

題。在幾天前的2月14情人節，32歲的

「小巨人」徵婚終於有回音，邂逅了身

高1.56米(約高至其腰)的陳虹，結成了

幸福的一對。 ■重慶華龍網

吉林市龍潭區一棟樓房常年滲水，在寒冷的天氣下滴水成
柱，這根直徑約1米、顏色發黃的大冰柱，吸引途人好奇的
目光。大冰柱由地面直頂3米高的樓頂，可謂「冰柱擎
天」。 網上圖片

冰柱擎天冰柱擎天

內地迄今發現保存完整的古代甲冑實物數量很
少，明代鐵甲更是鳳毛麟角。南京將軍山沐昂墓
2006年出土了一套鐵質盔甲，這套600多年前的戰
袍形制完整，但嚴重銹蝕，散成345塊鐵片。南京
市博物館2011年成立復原研究課題組，經過兩年多
的技術攻關，終於完成了鐵甲片的病害清除與修補
復原，這也是內地成功復原的第一套形制完整的明
代盔甲，更有潮味十足的「V形領」。

護耳鏤空 不影響聽覺
經復原研究，這套鐵甲主要由9個部分組成，從

上至下依次是：兜鏊、護耳、護頸、肩甲、身甲、
胸部加強甲、前甲、臂甲和腿甲。「兜鏊」，就是
人們常說的頭盔。
軀幹範圍的「防護體系」由身甲、胸部加強甲和

前甲構成：身甲的覆蓋面積最大，披掛後可防護胸
腹、兩肋和背部，領口部分則設計成潮味十足的
「V形領」，以方便頭頸部位活動。
鐵甲中的一副護耳也設計得很巧妙。一些古裝影

視劇中出現的護耳，常常是用一塊拼接完整的甲片
垂貼在耳部，這種設計會讓人的聽覺受到影響。沐
昂墓出土的護耳則別出心裁地在耳部位置使用了鏤
空設計，以「米字形」的圓形花紋作為裝飾，既美
觀又不影響聽覺。 ■《深圳晚報》

■復原後的兜鏊和護耳。 網上圖片

■僅34字的「最牛簡歷」。
網上圖片

■這份日記從字跡到內容都萌點十足。
網上圖片

■■「「小巨人小巨人」」王強與略高於王強與略高於
其腰的女友陳虹其腰的女友陳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亞洲四小龍」是指自1970
年代起經濟迅速發展的四個亞
洲經濟體：韓國、台灣、香港
及新加坡。之前四地都只以農
業和輕工業為主，利用西方已

開發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
的機會，吸引海外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利用
本地廉價而良好的勞動力優勢適時調整經濟
發展策略，迅速走上發展道路，成為東亞和
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火車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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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官：早無「亞洲四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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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表示，他早就不認為有「亞洲
四小龍」，新加坡人均所得比台灣

多 1 倍以上；韓國是 20 國集團之一
（G20），舉辦各種世貿活動，經濟實力
要挑戰日本，眼中早就沒有台灣；香港
掛在大陸巨龍背上，飛起來就看不到台
灣，台灣要看到自己的困境。

不滿環評程序漫長
他分析指出，1980年代台灣經濟狂
飆，那時根本沒有人管，做生意有很多
創意；經濟成熟時，訂下各種規定制
度，「管制太多，經濟不熱」。
管中閔說，追求經濟增長不能放棄環

境，但過多限制造成經濟無法增長。他
舉例說，新加坡彈丸之地，也有石化

業，新加坡訂有高標準環保，最重要的
是環保標準相當透明，但現在台灣的環
評程序漫長。
他認為，台灣要解決目前低迷狀況，

一經濟要先熱起來，二要生產更高附加
價值東西，同樣上班8小時，但生產的產
品價值更高，才有空間加薪，但這些都
是長期努力才能看得到。
對於外電報道美國白宮官員說法，指

台灣最快2015年加入TPP（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管中閔認為，有機會更快一
點，今年就有可能。
不過，管中閔表示，兩岸服貿協議能

否過關，關係台灣在國際談判的信譽，
若不能過，會釋放很不好的信號，好像
這類談判結果隨時可以被翻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

閔昨日表示，早就沒有「亞洲四小龍」，台灣經濟成熟後，過多限制

造成經濟無法增長。他認為，不應該再強調「亞洲四小龍」，台灣要

努力追上世界潮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方面昨日透露，兩岸
兩會第10次領導人會談，將於2月下旬在台北舉行，將簽署
「兩岸氣象合作協議」和「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台灣
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和「交通部」常務次長陳建宇
等，昨日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上述兩協議背景說明會。

設專線實時聯繫 強化預警
據悉，基於兩協議內容，未來兩岸雙方交換數據，僅限於
氣象、地震相關部門業務職權範圍，在網站上公佈的信息；
合作範圍不會涉及敏感科技、安全、人才培訓等問題。
陳建宇表示，簽署協議後，兩岸建立合作機制，設立專
線進行實時的溝通聯繫，強化預警能力，擴大保障兩岸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
據悉，兩岸兩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
將於本月20日至21日在湖南長沙，舉行第2次「兩岸協議成
效與檢討會議」。會後，將正式公佈兩會第10次領導人會談
的舉行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海基、海協兩會去年6月討
論確認將從大陸晉江供水至台灣
金門，福建省水利廳官員前日抵
達金門展開4天3夜實地勘察，昨
日進行金門自大陸接水的工作商

談並討論工程合作模式。相關人
員透露，工程可望今年施作並提
前在明年完工通水。
1972年建成的晉江山美水庫容

量6.55億噸，可應付金門每日3、
4萬噸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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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涉賄選案查無不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馬
英九與台「副總統」吳敦義被控在2011年競選時
於募款餐會發放91元(新台幣，下同)(約23港元)的
紀念餐盤涉嫌賄選，且競選經費中有50萬元(約
13萬港元)來自前南投縣長李朝卿貪污款項。全案
前日簽結，查無不法。
特偵組指出，馬英九和吳敦義事先對發送紀念
餐盤並不知情也未指示，而當時與會民眾至少都
認購1000元(約256港元)的餐券，金額超過紀念餐
盤的91元，難以認定送餐盤足以影響支持者投
票，不能僅因餐盤成本高過30元(約8港元)，即認
定有賄選故意。

「亞洲四小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24日(下周
一)將召開記者會宣佈參選台北市
長，在市政顧問團部分成員陪同
下，他屆時將說明參選的心路歷
程。至於記者會地點，連勝文幕僚
昨日表示，目前以在「市長官邸」
召開記者會的機率最大。
幕僚說，馬英九在過去參選台北

市長時，也組市政顧問團，因此連
勝文投入台北市長選舉，也已成立
類似影子內閣的市政顧問團，團員
成員涵蓋各行各界，包括政界、學
界、產業界等人士。
連勝文將宣布參選，獲得台灣商

界名人支持，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
銘昨日說，連勝文最起碼對經濟議
題比較了解，因為他在台北市長
大，「應該讓他出來領導台北
市」，「我絕對支持，我一定會投
他的。」

■■管中閔管中閔。。中央社中央社

韓國

■■台北景色台北景色。。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大陸供水金門 料明年完工

■當年募
款餐會上
發放的紀
念餐盤。
網上圖片

兩岸10會將簽氣象地震協議

■■福建省水利廳官員前日福建省水利廳官員前日
抵達金門勘查抵達金門勘查。。 中央社中央社

限制過多阻經濟增長 難比港星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