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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不景氣，發錢少，能省就省個唄！」河南鄭州某單位家屬院的 80

歲老人劉夫洛，為節能省電費，發明了由信號燈組成的「光盤燈」。家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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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道裡安裝了 42 盞「光盤燈」，日均耗電量不到 1 度，僅是一般的照明燈
電費的七分之一！

■《大河報》

15 瓦的燈泡開啟 12 小時需
據悉，一個
0.18 度電，42 個燈泡約需 7.56 度電，

可別小看這盞「光盤燈」，它的節電效果確
實顯著。劉夫洛專門做了實驗，四年前，家屬
院裡包括 6 棟樓在內，共安裝了 70 多個「光盤
燈」，每天照明 12 小時，一天耗電量僅為 1.3
度。「現在，只保留了樓道裡的 42 盞燈，日均
耗電量還不到1度呢！」
除了樓道，劉夫洛家中也處處使用「光盤
燈」，「別看個頭不大，它的光線強着呢！」
說起發明「光盤燈」的初衷，老人有些無奈，
「單位不景氣，發錢少，能省就省個唄！」4年
前，劉夫洛老人在街上閒逛，他發現路口 24 小
時連軸工作的信號燈，很少出故障，光線也
強，樓棟照明燈，卻隔三差五「罷工」。當時
他就考慮，是否能用信號燈的小燈泡替代樓棟
照明燈呢？「不僅耐用還省電。」
一個「光盤燈」的成本不到 2 元，使用至今 4
個年頭，從沒出現過故障。

昏迷女童 淚眼應母
「剛摔下的時候，她哭
了幾聲，但很快就沒聲
了，眼睛也閉上了，我的心也慌
了。」廣西柳州市一歲半女童左欣彤
早前從床上摔下，至今昏迷逾 20 天。
母親張素玲堅信，女兒一定能夠感應
到家人對她的牽掛。早前她在病房哭
着和女兒說話時，發現女兒的眼角也
流出了眼淚。


摔地原因未明 母親自責

■張素玲在跟住在ICU病房的女兒說話。

張素玲至今都搞不清楚，女兒是怎麼
爬到了床邊，又怎麼摔到了地上。對於
女兒的意外，張素玲頗有些自責，事後
網上圖片 她一度連續幾個晚上都沒睡着。她想不

明白，自家的小床也就五六十厘米高，
女兒平時也偶爾磕磕碰碰，這次怎麼摔
一跤就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後果呢？
張素玲說，手術之後女兒一直處於完
全的昏迷狀態，直到這個星期才有些進
步，肢體能夠略微動彈，這給他們一家
帶來了莫大的希望。
丈夫在工廠打工，每月工資僅 2,000
多元，除去 800 元的房租，剩下的剛好
夠家用，基本沒什麼積蓄。加上夫婦倆
老家都在農村，為了給孩子治病，他們
的父母早就把稻穀什麼的都賣去了，雖
有親戚朋友幫忙，目前花費超過10萬元
的診費仍是一道大難關。
■《南國今報》

江蘇南通市的山寨「迪拜帆
船酒店」建築和「金條」建築
近日受到廣泛關注，兩棟建築
相距不到200米，遭到網友吐槽。署
名「深圳點點」的微博對此表示，
「山寨版迪拜帆船酒店和金條建築亮
相遭吐槽，實在是見怪不怪。中國人
雖然缺少創新，但絕不缺少山寨，很
■山寨「迪拜帆船酒店」(右圖)和「金
少有中國不能山寨的」。
網上圖片
據悉，外形被金色玻璃幕牆籠罩 條」建築均成吐槽對象。
的酷似巨大「金條」的特色建築由江蘇中洋集團打造的中洋豪生大酒店自規
劃、設計、建設以來就一直以「新」為特色，不斷突破着高層建築、高端酒
店建設上的技術創新及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應用等。 在「金條」建築
南邊不足 200 米處貌似迪拜帆船酒店的正在修建的建築是海安廣電中心新
址。
■新華網

百豪車現街頭 被指「集體炫富
集體炫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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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每度電 0.5 元計算，42 個 15 瓦燈泡一
天約 3.78 元電費。劉夫洛發明的 42 盞
「光盤燈」日均耗電不到 1 度，即不超於
0.5 元電費，比 42 個 15 瓦燈泡少約 7
倍。
「我發明的『光盤燈』，又亮又省
電。」劉夫洛近日與媒體分享了他的
這個節電小發明。「光盤燈」是把小
燈泡和光盤連在一起，再配上電阻製
作而成的照明燈。
「院裡 2 棟樓 6 個門洞的廊燈，
裝的都是我發明的『光盤燈』。」
■劉夫洛為其所
劉夫洛介紹稱，「一個花費僅 30
屬的院舍安裝
元的微電腦時控開關，就能控制
「光盤燈
光盤燈」。
」。
樓道裡的 42 盞『光盤燈』，每
網上圖片
晚 6 點至翌日早 6 點，廊燈會自
動開啟，白天處關閉狀態。」

成本不足 2 元 應對不景氣

江蘇

八旬翁製光盤燈
日耗電不足11 度
日耗電不足

山寨帆船酒店惹議 網友
網友：
：見怪不怪

「這輛蘭博基尼(港稱林寶
堅尼)開篷跑車，成都僅此一
輛，售價 800 多萬！」「這是
定製版勞斯萊斯幻影，價值 1400
多萬，是全場價格最貴的一輛。」
四川成都某步行街區昨日突然聚集
了近百輛價值百萬甚至千萬元的豪
車，眾多市民圍觀。總值數億元的
豪車大集合亦引來集體炫富的質 ■市民爭相圍着難得一見的豪車拍
照。
網上圖片
疑。
展出現場一邊是車迷熱烈討論，一邊是路人「卡嚓卡嚓」的快門聲不絕
於耳，還有一些市民爭相站在車旁合影留念。當地媒體稱：「要在同一時
間、同一地點看到這些頂級豪車聚會的機率有多高？可能一般人只有等到
大型車展，買票進場才能看得到。」
炫亮的豪車雖是賺足了眼球，也引發了現場一些圍觀市民關於「炫富」
或炒作的質疑。不過，主辦方負責人介紹稱，這是他們組織的汽車文化公
益展，拍賣所得將悉數捐贈給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用於老、殘熊貓
的救助。
■《華西都市報》

湖南長沙 505 位孕婦昨日同時連續練習瑜伽
達 37 分 28 秒，刷新了去年在深圳創造的 423
名孕婦同時練習瑜伽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據紀錄認證官介紹，該項目要求練
習瑜伽的孕婦必須全部懷孕超過12周，並需提供醫學證明。
中新社

505 孕婦練瑜伽

孩子最討厭父母「揾我同叻人比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周日父親節將至，不少子女都藉
此節日表達對父母的感謝，為人父母亦望與子女關係融洽和諧。香港
基督徒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進行「親子正負極─親子行為與
關係」調查，排列了十項家長和兒童眼中分別看對方破壞親子關係的
行為。家長最不能接受子女「經常駁嘴駁舌」（67%）；而兒童最不
能接受家長「刻意地拿我和其他比我優秀的人作比較」（53.2%）。
雖結果顯示家長及兒童自評親子關係均偏向正面，但家長自評指數較
兒童高近一成，反映不少家長主觀地高估了自己與孩子的關係。
1,000 名居住於中
該調查訪問了超過
西區或於中西區就讀之小四至中三

學生及家長，最後成功收回 664 份學童
問卷及 527 份家長問卷。問卷主要分兩
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親子關係自評滿
意指數」，以 1 分至 10 分自評親子關
係，1 分為極差，10 分為極佳；第二部
分為「親子關係行為調查」。

自評揭家長對親子關係太樂觀
負責調查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
綜合社會服務處單位主任郭義聰指出，
家長及兒童自評親子關係滿意指數的平
均分分別為 8.25 分及 7.87 分，而整體自
評關係為「良好」者亦分別達 78.6%及
65.8%。但他指，值得關注的是兒童自
評關係為「良好」者比家長低超過
10%，但評為「一般」者卻比家長高出
50%，反映家長主觀認為與孩子關係良

好，但事實不然。不少家長為子女奔
波，卻只以自己角度出發，忽略子女真
正的需要，無形地破壞親子關係。
調查顯示，接近八成家長希望子女與
他們分享心事，逾半家長期望子女接納
和主動諮詢意見，但同時超過六成家長
又不接受子女在溝通時「駁嘴駁舌」或
「十問九唔應」，反映家長一味要求子
女聽話，不能反抗。而超過五成兒童不
能接受家長「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
事」。兒童在家長的權威下無法表達自
己的感受，令親子關係漸漸生疏。

「生叉燒好過生你」最傷感情
郭義聰指出衝口而出亦破壞親子間的
關係。如「考到 80 分去主題公園」，但
最後未能兌現，破壞誠信；又如「你唔
畀心機讀書，第時做乞丐」這類，產生
反感；最破壞關係的是「生嚿叉燒好過

■左起：卓超豪、張志坤、郭義聰發布調查。

蔡雨詩 攝

親子關係五死穴
家長眼中破壞親子關係的子女行為
第一位 經常駁嘴駁舌(67%)
第二位 十問九唔應(61.7%)
第三位 講大話(57.1%)
第四位 沉迷電子產品(56.9%)
第五位 不用功讀書(47.8%)
資料來源：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

兒童眼中破壞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第一位 被與其他優秀的人比較(53.2%)
第二位 講過唔算數(53%)
第三位 以侮辱性說話傷害自尊(52.4%)
第四位 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50.3%)
第五位 不問理由便先責罵我(49.4%)
製表：實習記者 蔡雨詩

生你」、「無鬼用」等這類攻擊性言
語，傷害自尊。
而一接近考試季節，學業總是導致親
子關係緊張的源頭。香港基督徒女青年
會督導主任張志坤表示子女在小學階段
着重「扶持」，而中學階段則應「放
手」。家長卓超豪亦補充自己主張子女

在中學階段獨立自主，特別是學業方
面。他不如以往的緊張，嘗試放手不嚴
管兒子學業，反而進步20名。
張志坤強調溝通和關心是親子關係中
的基石。通過遊戲，營造良好的溝通氣
氛，多關心、少責罵，自然促進親子關
係。

跨境倫敦金涉騙 840 萬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趙虹）立法會議員王國
興昨陪同涉嫌陷本港倫敦金騙案的 13 位苦主到警署
報案，當中一人為港人，損失約 240 萬元，其餘皆
來自內地，涉及總金額達 840 萬元，他們希望警方
能深入調查當中是否有牽涉詐騙或其他不合銷售手
法，王國興認為政府對金融機構監管不力，相信受
害人數只是冰山一角。
■涉嫌陷倫敦金騙案的苦主質疑相關公司違規經營，左四為王國
興。
趙虹 攝

王國興陪同 13 受害人報警

13 名受害人皆在本港一間銀行集團旗下投資公
司，開設倫敦金戶口，然而各苦主發現該公司有多項
問題。受害港人潘先生過去一年不斷接到該公司的推
銷電話，終在去年年尾親身到該銀行於灣仔的大樓內
簽署開戶文件。在投資過程中，該公司多次無視潘先
生的止蝕指令，一直游說補倉。「根據我打印出來的
交易紀錄，該公司在我所指示交易的買賣點外，額外
進行多次買賣，而這些買賣都是虧多賺少。」
王國興表示該公司通常分三階段對受害者進行游

八成港爸與子女玩 每日不足句鐘

子女愛駁嘴 67%家長最憎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有
兒童心理學家指，遊戲對小朋友的成長十
分重要。據一項有關子女開支和遊戲狀況
的調查，近八成港爸每天平均花少於 1 小
時與子女玩耍。有關機構建議爸爸應爭取
時間多與子女玩樂，藉此培養孩子的創意
和主動性。

狂報興趣班補習班 無時間玩

調查由灣仔皇后大道東 The East 和智樂
兒童遊樂協會5月中進行，訪問了660位育
有6歲至12歲小朋友的爸爸。顯示受訪爸爸
多數缺時間和子女玩樂，工作繁忙是主因
（36％），其次是疲倦（25％），僅 13％
受訪者達標─每天與孩子遊戲 1 小時。
98%受訪爸爸表示安排子女參加興趣班及補
習班，而當中超過四成更參加三四個興趣班
及補習班。可見子女忙於參與興趣班、補習
班也是缺少親子玩樂時間的原因。另外調查
指男士擔當經濟支柱仍佔多數，85%受訪爸
爸表示對子女的開銷感到壓力。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總幹事王見好表示，
以孩子的喜好為中心，讓子女自由地玩耍
才是孩子眼中的遊戲。家長安排興趣班及
補習班予子女外，亦要平衡遊戲的時間。
再者，爸爸的生活和經濟壓力，間接影響
他們與子女遊戲的時間和素質，因此鼓勵
爸爸應多與子女遊戲，既能促進親子關
係，又可啟發兒童潛能。她續說，若小朋
友嚴重缺乏自由玩樂的時間，極有可能影
響他們的社交及心理發展。

自製水果保齡球 啓發創意
余啟賢(薯仔爸爸)自言是子女的陪玩員，平
日喜歡與子女自製平價玩意，如水果保齡球。
他坦言，從遊戲中不僅能啟發子女的創意，又可紓緩
自己的工作壓力，一舉兩得。余啟賢認為應珍惜與子
女玩樂的時間，建議家長在乘車或用餐時以小遊戲與
子女互動。縱使工作繁忙，子女的童言童語可替他尋
回童真，樂在其中。
說，第一階段是客務經理對客戶進行游說購買，若
見客戶有意退出，則會有聲稱是公司副總裁的員工
進行游說，其次就是董事級人士出面游說客戶。
事件中多位內地苦主的被游說手法與潘先生的情
況相似，當中來自東莞的黃先生涉及金額逾 260 萬
元，也是涉及金額中最多的，「曾試過一次入錯支
票於該戶口內，要求經紀不要挪動，但誰知第二天
察看，已經虧蝕。」
王國興表示多年來收到超過百宗倫敦金個案，但
現時卻仍未有法例監管倫敦金買賣，相關機構利用
所謂倫敦金買賣的「三不管」漏洞，誘騙市民開戶
投資。他相信當中受害人數只是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