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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汪清自然保護
區近日再次發現野生東北
虎的蹤跡！工作人員在某

農戶家看到有一頭牛死在河
邊，附近有幾個清晰的足印。
經保護處工作人員對現場足跡
測量，掌墊寬8.5㎝、步幅75
㎝，初步確定黃牛係命喪東北
虎之口。工作人員隨後在距離
第一現場100米左右的地方，
又發現了老虎把牛拖到林子裡
的痕跡。經比對，確認兩起吃

牛事件是同一隻東北虎所為。
據介紹，由於現場經過打

鬥，沒有發現一條完整的足
跡鏈作進一步跟蹤，工作人
員只能挑選幾個好的足印做
石膏模子。
東北虎是世界十大瀕危野生

物種之一，野生種群主要分佈
在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地
區。中國境內目前野生東北虎
數量僅有20隻左右。
■本報記者蘇志堅長春報道

子女喜惡調查 最討厭父抽煙

夏日大型洗車派對在上海新能源主題公園上演，有品牌車主和比
基尼寶貝共同展開「人車泡泡浴」狂歡，為夏日增添一分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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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斌與長子陳海斌與長子 ((後排中後排中)) 及及
四胞胎兒子合照四胞胎兒子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救援人員為被埋男救援人員為被埋男
子挖沙子挖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日為父親節。有媒體近日進行了
有關「孩子們眼裡的爸爸」的問卷調
查，出去旅遊、吃大餐是孩子們最想
讓老爸帶他們去做的事情；抽煙則是
孩子們最不喜歡爸爸做的事。有意思
的是，老爸吃飯慢、說話少也受到了
個別孩子的憎厭。

最喜歡「爸爸能保護我」
此次參與問卷調查的74名小朋友，男

女比例均等，在喜歡爸爸的原因調查中，
父親在孩子心中高大的形象非常突出，在
「爸爸很有趣」、「爸爸很高大」「爸爸
能保護我」、「爸爸長得帥」四個選項
中，「爸爸能保護我」得票最高，支持率
近60%，不少孩子四項全中，在補充項目
裡，老竇們有才、會修東西、寬容也成為
備受孩子喜歡的原因。
對比孩子們的問卷，媒體發現一個有

趣之處，和爸爸一起做飯更令女孩難
忘，而玩電腦遊戲、做運動
等更容易讓男孩記住。
媒體指出，從與孩子單獨

相處的時間等來看，都會發
現當前「父親角色逐漸回
歸」，傳統的女主內、男主
外觀念在變化。很多孩子喜
歡爸爸是因為「爸爸能保護
我」，這顯示父親的剛強堅
韌，給孩子帶來了安全感。

■《新快報》

■■調查顯調查顯
示孩子最示孩子最
不喜歡父不喜歡父
親吸煙親吸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福建福州的陳海
斌家有 5 個 兒

子，其中更有現年6歲的四胞
胎兒子，歡喜之餘，艱苦的家
庭條件卻讓他陷入「甜蜜的負
擔」。任職材料專員的陳海斌
為了節省開銷「慳得就慳」，
每次吃午飯都選擇麵食，不論
晚上多遲回家，他都會在家裡
吃飯，一天在外的開銷控制在
10元之內。
陳海斌說，四胞胎完全是意

料之外的驚喜，他和愛人的第
一個兒子當時已6歲，但誰也

沒想到又懷了四胞胎。現在，
孩子們的爺爺、奶奶都從莆田
老家來到福州幫忙照顧5個孫
子。撫養孩子健康成長，這個
過程雖然很累，但也很幸福。
眼下，孩子們一天天長大，

各方面開銷也在增加，陳海斌
和妻子林麗君略感力不從心。
「現在養小孩開銷大，我能省
就盡量省一點。」和孩子們玩
遊戲時，陳海斌一掃下班後的
疲態，笑容始終掛在臉上，嬉
笑聲傳遍簡陋的房間。

■《海峽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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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泡泡浴

這本是歡樂沙灘之行，沙灘、海
水、晚風、圓月，美景當前，

夥伴們挖洞、蓋沙，但一男子
「玩」大了，他把自己「妥妥」地
埋在了沙中。

民眾組人牆守護 消防出動
可這時，海水開始一步步地逼

近，他深陷沙灘中無法「自拔」。
前日凌晨，正在休整的前埔消防

中隊官兵接報得知一男子被困沙
灘，立即趕赴現場。消防人員發現
被困男子以平坐姿勢在掙扎，胸部
以下位置全部被沙子掩埋。邊防民
警及許多熱心群眾正在幫助其刨挖
旁邊的沙子。

當時風大浪大，正值漲潮期，水
位不斷上升，救援刻不容緩，消防
人員將救援腰帶固定在被困男子腋
下，並用安全繩繫牢。同時，在保
證男子安全的情況下，一班救援人
員以手扶鐵鍬前端對沙子進行刨
挖，一班人員配合鏟沙節奏盡可能
將男子拉出。
但因水位已淹沒到男子胸部左

右，一鏟子沙剛挖出來，周邊沙子
立馬掩埋，救援速度大大受阻。更
讓人心急的是，水位仍在逐步上
升，漸漸淹沒到男子胸部。並且由
於長時間泡在海水中使力，男子開
始出現虛脫。

這時，周圍的熱心群眾從附近找
來擋板，在男子周邊圍成一片攔海
「大壩」。因擋板大多是塑料泡沫
製成，底部極易被海水沖走，群眾
們開始組成人牆，從上端盡力將擋
板壓住，對外圍海浪進行阻擋。
大約40分鐘後，經消防人員及熱

心群眾的共同努力與配合，被困男
子被成功救出。據周邊群眾介紹，
當時，被困男子和女朋友在沙灘上
挖沙玩，結果越玩越大，男子深陷
「囹圄」無法脫困。
經醫護人員初步檢查，被困男子

身體除長時間被海水浸泡，身體較
為虛弱外，其餘並無大礙。

■■吉林當地屢現東北虎獵吉林當地屢現東北虎獵
殺牛隻的事件殺牛隻的事件。。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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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屬於陽光與海灘的季節。福建廈門一男子近日到沙

灘遊玩，與女朋友一起挖洞、蓋沙，該男子卻「玩」大了，

把自己「妥妥」地埋在了沙中。恰逢海水開始一步步地逼

近，他深陷沙灘中無法「自拔」。水位淹沒男子胸部，所幸

獲救後並無大礙。 ■《海峽導報》

遇漲潮遇漲潮

朱立倫傳選連任 稱媒體編故事
台媒曝金溥聰籲馬放手 尊重朱直攻大選

馬英九手術摘除白內障

郝柏村為楊秋興輔選

連勝文：不能只靠嘴做市長

30年捐血王 車禍「休兵」讓寶座

朱立倫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他近日看
到多篇報道，每篇都有很多的故事，

但這故事本身有些是他不知道的事情、也是
沒有的事，有些是彼此之間矛盾的，實在沒
有辦法一一回應，他還是回到一個主軸，堅
持把市政做好最重要，時候到了，國民黨開
始辦理黨內提名，該登記該提名的就提名，
時間最遲在6月底或7月初。

傳將推副市長選新北
外傳朱立倫將於6月中決定是否連任。朱
的宣佈牽一髮、動全身，而馬英九的態度則
左右朱立倫決定。據《中國時報》報道，對
於攸關國民黨接班的大事，「國安會秘書
長」金溥聰曾以「你就如同即將出港的大
船，會離岸愈來愈遠」，親自說服馬放手，
讓中生代各自努力。知情人士表示，這非常
接近真實。
據指出，為釐清朱立倫態度，4月底金溥
聰曾與朱立倫懇談，朱向金表示不想參選新

北市長，欲直攻2016「總統」，並推薦新北
市副市長侯友宜參選2014新北市長，且掛保
證侯友宜會贏民進黨新北市長提名人游錫
堃。
媒體報道稱，馬英九在金溥聰提出「大船

離港」建議下，尊重朱立倫可能直攻2016大
選，或是悄悄啟動後馬時代接班布局，馬英
九與朱立倫、「副總統」吳敦義組成「三角
同盟」。
朱立倫昨日在活動中僅停留10分鐘就離

去，吳敦義晚了朱立倫半小時抵達會場，二
人均是外界傳言中國國民黨2016熱門人選，
媒體問他是否有意避見朱立倫？他說，每個
人的行程不同，記者怎麼聯想力這麼強？
至於吳敦義擔任國民黨第一副主席，是否

為了平衡馬、朱、吳三角關係，吳敦義否
認，他沒有這個考量，他的人生規劃，也沒
有媒體所想像的那個項目，哪一個人願意選
什麼，他尊重每個人選擇，他也從來沒有對
此表達過任何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新北市長朱立倫遲未表態是否競選連任，《聯

合晚報》引述一名資深國民黨「立委」指出，朱已經承諾國民黨主席馬英

九會競選連任。該「立委」還透露，朱連任後將以請假方式帶職參選「總

統」。朱立倫昨日指媒體編造故事，但沒有直接否認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前日到台灣
大學醫院進行年度健康檢查，原本院方公佈健檢報
告，指馬英九身體狀況正常。不過，台大醫院昨日凌
晨以簡訊證實，馬英九已於14日晚完成白內障手術，
術後出院返家休息。
台大醫院表示，初步眼科檢查結果，馬英九白內障
情形雖與去年相近，但白內障位置仍對視力造成影
響，因此醫師建議接受白內障摘除及人工水晶體植
入，以改善視力。

將出訪中南美洲
眼科醫生呂大文指出，白內障與老化、高度近視、

接觸紫外線過多有關，是很常見眼科疾病，島內一年

約有14萬人次開刀。前「總統」李登輝也曾進行白內
障手術。
台大醫院指出，因馬英九考量此為1日手術，且不
影響公務行程，故於14日晚聯絡院方後，於晚間7時
再次返院，進一步檢查及術前評估後進行手術，於晚
間10時左右完成白內障手術，返家休息。
據悉，馬英九兩周後將出訪中南美洲，當地的烈日

強光有可能再度傷害視力，剛好15日沒有公開活動，
馬才決定接受醫生建議，選擇開刀治療。
不過，馬英九在台大醫院的健檢結束後，媒體曾詢

問醫療小組召集人張珩，過去馬英九曾有白內障問
題，此次檢查結果如何，當時張珩回答沒有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前「行政院長」郝柏村
昨日南下高雄參加座談會，為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高雄市
長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楊秋興輔選。
郝柏村在座談會中對於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上海講到

「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招致國台辦發言
人范麗青回以「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引發爭
議一事，他特別提出「中華民族的前途要由海峽兩岸的
人民共同決定」。
郝柏村解釋，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前途」就是孫中山

的三民主義，自由、民主、均富，只要大陸都民主、自
由、均富了，兩岸自然就統一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民進黨台北市長
選舉整合民調出爐後，傳出柯文哲、姚文智民調都高過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連勝文昨日強調，
應把民調的波動當做台北市民的考驗，不能只因為一時
民調波動就驚慌失措；「不能只靠一張嘴來做台北市
長」，就把民調當做對自己的警惕跟激勵。

香 港 文 匯
報訊 據《聯
合 報 》 報
道，「是不
是第一名不
重要，能健
康活捐血
助人就很滿
足。」穩坐

全台「捐血王」寶座近卅年的張國森，目前捐血次數達
1739次，去年底出車禍停捐半年，冠軍寶座拱手讓給
張庭瑋。多年來兩人捐血宛如一場比賽，耐心、毅力和
熱情都令人折服。
張國森去年底出車禍頸椎斷裂，他說，出車禍時，第

一個念頭不是想到傷勢，而是「糟糕，不能捐血了。」
張庭瑋當年是香港僑生，來台定居、經商，張行事低
調，長年捐血卻不願居功，基金會多次邀他出席表揚大
會，他都推辭，表示只想盡己所能、默默奉獻。■馬英九（前左）前日到醫院檢查。 中央社

▲朱立倫（前左）將競選連任市
長抑或直攻大選，外界高度關
注。 中央社

▶吳敦義（中）昨日出席同一活
動卻未與朱見面。 中央社

■ 郝 柏 村
（左）為楊
秋興（右）
輔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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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森(左)與張庭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