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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習馬會」不必國際場合
台媒稱張志軍4月訪台 不參訪台北不見馬英九

現代「古墓派」三口家住墳

香港文匯報訊 金庸筆下的「古墓派」原來真有其人！
據台媒5日報道，台灣鍾姓一家三口生活困苦，因同居的
48歲阮姓婦人係逃逸越籍外勞，一家在祖墳簷下「住」
了1年多；為幫助女兒就學，只好投案自首，事件才曝光。

古井打水梳洗 竹林伐木生火
非法居留的阮婦8年前認識鍾姓離婚男子，2人所生

女兒、8歲的玲玲至今仍沒有申報戶口，一家3口生活
原靠鍾男打散工維持，但1年多前鍾男因糖尿病而失
業，一家別無選擇住在鍾家祖墳。
3人住墓的生活刻苦，平時靠墳墓牆壁遮風避雨，再

砍劈附近竹林的木材生火，又在古井附近梳洗。

母屬非法外勞 自首助女就學
阮婦2月底向「移民署」自首時說，住在祖墳環境惡

劣她可以忍受，但「女兒8歲了無法就學，為了女兒的
將來，我寧願被遣返，也要讓女兒讀書。」阮婦希望女
兒有個身份能就學，如果無人願意收養女兒，她想將女
兒帶回越南。
有關執法人員表示，阮婦將依法遣返，該隊募得2萬

元新台幣(約5,125港元)，將提供阮女繳交逾期居留罰鍰
及遣返機票用，並將協助小女孩辦理親子鑑定，早日確
認身份和在台正常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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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昨日在中國國

民黨中常會致詞時指出，目前全球正處於「合縱連橫」
的狀態，台灣必須盡快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否則台灣經
濟將會一敗塗地。
「經濟部長」張家祝昨日在會中報告「台灣參加區域

經濟整合之挑戰」。馬英九聽取報告後表示，他上任
後，積極與大陸、日本、美國、新加坡及新西蘭簽訂相
關經濟合作與投資協定。
馬英九指出，目前全球正處於「合縱連橫」的狀態，

各地都透過貿易來爭取結盟，台灣即與大陸完成服務貿
易協議與貨品貿易協議，自由化的程度仍遠輸給韓國與
日本，因此必須趕快加入區域經濟組織。

服貿能否通過關乎信用
馬英九再次強調「立法院」這會期一定要通過兩岸服

貿協議，因為這代表着台灣的信用與自由化的決心，影
響台灣能否加入TPP(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議)與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馬英九要求台當局要
向議會及民眾多加溝通，也希望朝野能同舟共濟、取得
共識，不能過度猶豫，否則就會錯失良機。
馬英九也指出，除了積極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島內產業

也必須盡速轉型升級，才能拓展出口，並增加員工薪資。

■■馬英九致詞馬英九致詞
現場現場。。 中央社中央社

台中旅協設廈門代表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葉臻瑜廈門報道）隨着台
灣金門、基隆、高雄、嘉義等縣市在大陸相繼開
設代表處後，台中市旅遊協會廈門代表處（下稱
「代表處」）昨日舉行了成立揭牌儀式，台中市
旅遊協會會長吳敏透露，代表處將為大陸民眾提
供旅遊路線規劃、行前諮詢等服務，而作為代表
處設立後的首個活動，「兩岸一家親，情繫鼓浪
嶼」也計劃於今年的9、10月份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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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北京報
道）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市政協主席
陳修茂在大陸「兩會」期間擬提案建
議在廈門設立兩岸信息消費融合發展
試驗區，助力台灣新興產業向大陸轉
移。
陳修茂提出，應推定閩台雲計算產業

示範區，創新兩岸信息消費應用交流發
展的體制機制，鼓勵大陸信息消費企業
主動承接台灣外包業務，合作開展國際
軟件信息服務外包業務。
同時，探索建設海峽互聯網交換中

心，使廈門成為兩岸網絡互通的橋樑。
陳修茂建議，工信部指導兩岸信息消費
融合發展的具體工作，在廈門市開展實
施降低互聯網企業設立門檻、推進電子
營業執照、擴大民間資本開展移動通信
轉售試點、簡化數據中心牌照發放審批
程序、鼓勵民間資本或台灣資本參股基
礎電信運營等方面的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台媒報道，國台辦主任張志
軍最快將在4月中旬訪台。張志軍昨日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開幕式時透露，自己希望在今年上半年赴台。就公眾最關注的「習
馬會」，張志軍認為，兩岸領導人見面應該由兩岸自己找一個地方，
沒有必要借助國際會議場合。

■■張志軍在北張志軍在北
京接受媒體採京接受媒體採
訪訪。。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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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與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
王郁琦 2 月在南京舉行「張王

會」，王郁琦在會面時邀請張志軍前往
台灣訪問，張志軍當時回應希望能夠在
不遠的將來，選擇一個合適的時間，到
台灣去看一看。
張志軍昨日首度公開表示，他自己希
望在今年上半年赴台，「具體什麼時候
去、幾月份去、去了以後到什麼地方，
還需要大陸方面和台灣方面有關部門進
行協商溝通」。

盼平等協商 建軍事互信機制
張志軍表示，對於兩岸領導人的會見，
大陸方面始終持積極開放的態度，「實際
上在很早以前，大陸就已經提出來兩岸領

導人見面。這也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
說明兩岸的民眾對這個有期待」。
對於兩岸領導人見面在什麼場合，張

志軍表示，既然是兩岸之間的事情，談
的也是兩岸關係的事情，就應該由兩岸
自己來找一個地方，沒有必要藉助一些
國際會議場合。
對於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提問，

張志軍回應說，兩岸之間長期存在着一
些政治分歧問題，「我們一直主張雙方
應該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平等協商，
做出一些合情合理安排，這個也包括兩
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兩岸官員曾商討細節
王郁琦2月中旬訪問大陸南京、上海兩

城市，張志軍相隔兩個月後回訪，這不
僅達成兩岸機構領導人互訪，而二次
「張王會」4月登場時，馬英九核心幕僚
金溥聰已返台接掌「國安會」，親自操
盤兩岸互動，同樣備受矚目。
有台媒稱，張志軍或在4月中旬訪台，

其間不會與馬英九會面。據報道，大陸
海協會長陳德銘上周訪台時，隨行官員
曾與台方磋商張志軍訪台細節，參與磋

商人士提到，王郁琦訪上海、南京兩城
市，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此次張志軍回
訪應該也是兩個城市，因而新北、台
中、高市可能「三選二」。
不過，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張志

軍此行確定不會參訪台北市，也沒有計劃
拜會馬英九，避免觸及敏感政治議題。因
而包括連戰、吳伯雄將轉往外縣市設宴接
待張志軍一行，地點可能選在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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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23歲的男子劉

友剛，每晚入睡後都會
發出吹哨子般的聲音。
原來，劉友剛9歲時，
誤將一隻塑料哨子吞
下。家人將他送往醫院
檢查，但受限於當時的
醫療條件，沒有發現體
內的異物。之後，劉友剛每晚入睡後，身體伴隨呼吸
總會發出陣陣哨響，很是讓人驚訝。幾年來，他四處
就醫，卻始終無法證實哨子還在不在體內。劉友剛
說，15年來，他始終感覺呼吸不暢，胸口彷彿藏着什
麼東西，常年咳嗽。前日，終於在一家醫院確認，哨
子是在他氣管下端，被肉芽組織包裹，醫生通過纖支
鏡成功取出異物。 ■■《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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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重慶南岸的小

梅（化名）今年 27
歲，兩年前，肚子莫
名長大。小梅本以為
是發胖，因此想通過
節食、跳操、跑步來
減肥。然而不但體重
沒減，體力還越來越
差，腹部也逐漸腫脹。今年初，她的腹圍達120多厘
米，體重增了20多公斤，行動困難，甚至無法平躺。
由於突然肚子劇痛，便到醫院就醫。檢查結果讓人很震
驚。小梅並非長胖了，而是患了卵巢黏液性囊腺瘤。腫
瘤重達18.5公斤，大到做B超時都無法測量其具體情
況，幾乎佔據了小梅的整個腹腔。如今小梅已經成功切
除腫瘤。 ■■本報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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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一幫科研人員

近日將普通的聚乙烯和尼
龍魚線變身為強大的新型
人工肌肉。為了通俗易懂
地解釋人工肌肉，徐秀茹
博士拿出一卷釣魚線演
示：「人工肌肉的原材料
就是這種普通的釣魚線和
縫紉線，製作工藝就是
『加捻』，像平時捻頭髮或者捻線縫扣子一樣，將魚線不停的朝
一個方向捻轉。人工肌肉的動力源來自捻轉過程中的負的熱膨脹
系數。」相比於相同長度和質量的自然肌肉，人工肌肉能舉起的
重量和產生的機械功率要強100倍！每千克人工肌肉可產生7.1馬
力的功率，這相當於一個噴氣發動機的功率。人工肌肉對肢體殘
疾者來說是個福音。 ■■本報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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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小飛是重慶江津田家炳中學的美術老
師。他站在畫板前，左手下筆如飛，勾勒
出初生嬰兒的沉睡瞬間。這對於有着「獨
手畫家」之稱的穆小飛來說，這樣的場景
已習以為常。自從半年前兒子呱呱墜地，
這位從小失去右手掌的父親，就用另一隻
手握住擅長的畫筆，為兒子記錄成長的點
點滴滴。
穆小飛4歲時因為事故，永遠失去了右

手掌。沒有右手掌的穆小飛並沒有失去生
活的勇氣。從高中開始，他就靠着左手拿
起了畫筆。從西南大學美術專業畢業後，
他一直擔任美術教師。迄今為止，這位
「獨手畫家」已經培養出了上千名美術專
業學生。不過，在穆小飛的無數作品中，
最令他自豪的「作品」，還是2013年9月
11日誕生的兒子鬆鬆。翻開穆小飛為兒子
專門準備的畫冊，一共38幅素描圖，每一
幅都透着濃濃的父愛。夫妻二人準備把這
本畫冊命名為《兒的成長圖》，穆小飛
說：「我們也不知道要畫到什麼時候，反
正會一直畫下去，將來兒子結婚時，作為
禮物送給他。」

■■本報實習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老人為孫造「航母」

「姥爺，能造個航母麼？」今年春節
期間，外孫一句話，讓80歲老人溫玉
著來了靈感，一個多月的時間，一艘按
照「遼寧艦」1：25的比例做出來的航
母模型已經初具規模，目前，這艘航母
模型就停放在山東青島某處海邊。溫玉
著老人說，等下次大潮後模型的主體就
基本可以完工了。 ■■中新網

■■正在實驗中的人工肌正在實驗中的人工肌
肉肉。。 本報長春傳真本報長春傳真

■■躺在病床上的小梅躺在病床上的小梅。。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異物在體內可能致命異物在體內可能致命。。

■■穆小飛正在用左手畫畫穆小飛正在用左手畫畫。。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28歲的蔡易（化名）是這支7人樂隊的創始人，也是樂隊裡唯一一個畢業於音樂學院
的成員，任鍵盤手。「一開始，我們互相都不認
識，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各自玩樂器，時間長了，
也都知道大家喜歡音樂，就聚在了一起。」蔡易
介紹，既然大家都喜歡音樂，又擅長不同的樂器，
乾脆組成一個樂隊，他們立刻提出申請，很快就
得到同意。
26歲的吉他手黃巖（化名）入獄前從來沒

碰過樂器，吉他是他在監獄裡從頭學起的。
樂隊去年成立後，成員們一有空就聚到一起
練歌。現在，他們在監獄裡有了小小的名
氣，每逢晚會樂隊都會上場表演。樂隊的成
員也擴大到7個人，全是80後的年輕人。

寫原創歌曲送獄友
「我們叫鄰居兄弟，雖然住在不同的號
房，但像鄰居一樣。」黃巖介紹隊名的由
來。蔡易坦言：「監獄裡總是苦悶的，音樂
是我們的寄托，讓我們的心情平靜了很多，
也有了很多共同的回憶。」還有1個多月，蔡
易就刑滿釋放了。於是，成員們打算做一張
「鄰居兄弟」的原創專輯送給他，同時也成

為隊員們的紀念和回憶。現在歌曲都已經創
作好，樂隊也在抓緊時間排練，他們希望有
人願意幫他們拍攝MV並找一個女生對唱，完
成這個出專輯的願望。
「我們很支持這件事，也想向社會徵集一些
幫助，為這個樂隊完成這個夢想。」監獄民警說。

在福建省榕城
監獄裡，有一支
由7位服刑男子
組成的樂隊——
「鄰居兄弟」，
樂隊最近有一個
迫切的願望——
出一張屬於他們
自己的專輯，並
希望能拍攝一支
MV，送給一位
只剩1個月就出
獄的獄友，給樂
隊成員們留下紀
念和回憶。
■《東南快報》

欲出專輯拍欲出專輯拍MVMV
監獄監獄77人樂隊人樂隊

■■蔡易在練習鍵盤蔡易在練習鍵盤。。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隊員們正在創作隊員們正在創作
歌曲歌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樂隊在抓緊排練。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