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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季，每位學生
都會在母校留下一些

青春回憶。在四川大學錦江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學生們在準備打包
的箱子裡，裝上了一疊疊老師手寫
的教案副本。這是嚴廷德教授用楷
體字一筆一畫寫出來的有數百萬字
的教案。
《古代文學》、《訓詁學》、

《國學》……一本本教案記錄着嚴
廷德教授的教書生涯，從教近半個
世紀，他始終堅持着手寫教案的習
慣。「我想，這是老師送給我們最
寶貴的財富，以後每當我看見它就
會提醒自己，治學要嚴謹，做人得
謙和。」學生劉志新說。嚴廷德教
授的手寫教案很快在校內走紅，學
生們紛紛為教授的敬業精神點讚。

■中青網

農農民民「「高柏飛高柏飛」」

33歲男騎單車遊28國 母親盼趕緊成家

昨日，平板支撐世界杯賽在北京銀河soho舉行，2000餘名平
板支撐愛好者一齊衝擊「同時做平板支撐人數最多」的健力士世
界紀錄。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瑜伽女神」母其彌雅以及前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出席活動並參與其中。 中新社

�

教授手寫數百萬字教案獲讚教授手寫數百萬字教案獲讚

一輛自行車、一部相機、一個行
囊……33歲的四川成都男子李瑞從伊朗
出發，穿越意大利、德國、比利時、英
國，橫渡大西洋，踏上北美土地，騎行
加拿大、美國、巴拿馬。兩個車輪滾遍
28個國家，騎行了兩萬多公里。
本月19日晚6時，李瑞搭上馬來西亞

飛往成都的班機，結束了長達一年零4
個月的騎行。他說，這次回國是要休整
一段時間，找個工作掙錢，下次還想去

挪威。不過，與李瑞態度截然不同的
是，他的母親希望兒子能夠趕緊成家，
「消停一會兒。」
李瑞的背包中一摞彩色的明信片引人

注意，李瑞說每到一個國家都會往家裡
寄一張明信片，羅馬鬥獸場、美國66號
公路、荷蘭花田、希臘愛琴海……「除
了明信片，我幾乎不會再買別的紀念品
了，一是為了省錢，二是不要給騎行增
加負擔。」

在貯藏室，停放着李瑞的愛車。
一輛「小紅」陪伴他走過了28個
國家，經歷過狂風、冰雹、日曬，
如今車架、手把都已傷痕纍纍。
李瑞曾經從事IT銷售行業，工

作繁忙，幾乎沒有私人空間。他逐
漸意識到，人生不僅是工作掙錢，
應該還有更美好的意義。於是，從
2012年11月開始，背上30公斤的
行囊，李瑞開始了環球之旅。

■《華西都市報記》

表表演當時演當時，，身着一襲黑衣的汪奇魔身着一襲黑衣的汪奇魔
不慌不忙不慌不忙，，在舞台上抖動雙手在舞台上抖動雙手，，

向藍幕內施加向藍幕內施加「「魔法魔法」，」，在所有觀眾在所有觀眾
的注目之下的注目之下，，2020秒的倒計時一完秒的倒計時一完，，藍藍
色幕布拉起時色幕布拉起時，，一架白色飛機突然呈一架白色飛機突然呈
現現，，引得現場觀眾一片驚呼引得現場觀眾一片驚呼。。隨後隨後，，
汪奇魔又用同等時間汪奇魔又用同等時間、、同樣動作同樣動作，，在在
眾目睽睽之下眾目睽睽之下，，將飛機將飛機「「變走變走」，」，台台
下掌聲雷動下掌聲雷動，，魔術大獲成功魔術大獲成功。。

觀眾找玄機無功而返觀眾找玄機無功而返
本次魔術表演地連雲山峽谷漂流景本次魔術表演地連雲山峽谷漂流景

區區，，河道蜿蜒曲折河道蜿蜒曲折、、峽谷幽深峽谷幽深，，並沒並沒
有適合飛機起降的地點有適合飛機起降的地點，，一架大型飛一架大型飛
機怎麼可能瞬間出現在舞台上機怎麼可能瞬間出現在舞台上？？同美同美
國魔術師大衛國魔術師大衛··高柏飛黑夜變一架高柏飛黑夜變一架66米米
長飛機不同長飛機不同，，農民魔術家汪奇魔增加農民魔術家汪奇魔增加
難度難度，，白天變出一架白天變出一架3030米長的飛機米長的飛機，，
並且在多機位電視直播的並且在多機位電視直播的「「監視監視」」之之
下下，，因此魔術開始之前也受到不少專因此魔術開始之前也受到不少專

業人士的質疑業人士的質疑。。
此次表演的舞台此次表演的舞台

是一個在室外搭建是一個在室外搭建
的長方形舞台的長方形舞台，，四四
周皆有固定的擋周皆有固定的擋
板板，，飛機似乎無處飛機似乎無處
可藏可藏，，地板上成塊地板上成塊
的地毯也沒有斷裂的地毯也沒有斷裂
痕跡痕跡，，飛機到底從飛機到底從
哪來哪來？？到哪去了到哪去了？？
表演結束後觀眾紛表演結束後觀眾紛
紛上台尋找舞台的紛上台尋找舞台的
「「玄機玄機」，」，卻都無功而返卻都無功而返。。
今年今年5757歲的汪奇魔本名汪其學歲的汪奇魔本名汪其學，，在在
成為魔術師之前成為魔術師之前，，是一位地道的農是一位地道的農
民民，，在學魔術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汪在學魔術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汪
奇魔奇魔。。為學習大衛為學習大衛··高柏飛的高柏飛的「「變飛變飛
機機」」魔術魔術，，他曾自掏腰包去拉斯維加他曾自掏腰包去拉斯維加
斯觀看斯觀看，，回來後又花巨資研究此魔回來後又花巨資研究此魔
術術，，最終獲得成功最終獲得成功。。

■■ 大 飛 機大 飛 機
在 汪 奇 魔在 汪 奇 魔
手 下 瞬 間手 下 瞬 間
呈 現呈 現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數秒後，大飛機「消
失」。 網上圖片

■■絕症大學生裸體躺絕症大學生裸體躺
在草坪上在草坪上。。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瑞在羅馬鬥獸場前留影。 網上圖片

■可供萬人享用的「西海第一鍋」。
網上圖片

■嚴廷德教授。 網上圖片

■嚴廷德教授的手寫教案。
網上圖片

■高柏飛
網上圖片

近日，為期三天
的新疆博湖第七屆
博斯騰湖捕魚節暨

祭湖儀式在博斯騰湖大
河口西海漁村景區開
幕。活動期間，遊客不
僅可以觀賞到蒙古民俗
傳統祭湖儀式、疆內首
屆國際帆船比賽，還可
以與景區內隨處可見的以「老北
京」為主題的「活人雕塑」一起
合影留念，更有一鍋可供萬人享
用的「西海第一鍋」魚宴讓遊客
大飽口福。
據了解，「西海第一鍋」重達3

噸，鍋口直徑為4.16米，採用錳
鐵黃銅做材料，配以銅飾水紋、
魚形圖案，體現蒙古族民俗文化
特色。魚宴是以博斯騰湖野生魚
為原料、採用原汁原味的手法烹
飪西海第一鍋魚宴。 ■中新網

萬人魚宴大飽口福萬人魚宴大飽口福 鍋重鍋重33噸噸
新
疆

四川成都近日氣溫接近30
度，在該市龍泉驛區一處草
坪上，一名男子以「裸曬」

方式擺成「大字形」，引起了不
少市民的好奇觀看。該男子稱，
希望通過曬太陽來殺死癌細胞。
男子叫莫向松，今年24歲，
是一名大學生，也是一名白血病
患者。養父養母為了給他治病花
光了所有積蓄，已經沒有辦法繼
續住院治療了。他看新聞說人類
有可能餓死癌細胞，「太陽的光
也那麼厲害，說不一定也可以曬

死癌細胞，所以，我就拿自己做
實驗。」
來往的行人張先生認為莫向松

的這個想法不靠譜，不過也是無
奈之舉。 ■中新網

大學生草坪裸大學生草坪裸曬曬「「殺殺」」癌細胞癌細胞
四
川

2020秒內秒內，，一架長達一架長達3030米的波米的波

音音737737飛機飛機「「憑空憑空」」出現在觀出現在觀

眾面前眾面前，，還沒等大家反應過還沒等大家反應過

來來，，這架飛機又在數秒消失這架飛機又在數秒消失。。

這是昨日農民這是昨日農民「「高柏飛高柏飛」」汪奇汪奇

魔在湖南省平江縣連雲山景區魔在湖南省平江縣連雲山景區

進行的一場魔術表演進行的一場魔術表演。。魔術大魔術大

獲成功獲成功，，挑戰世界頂級魔術大挑戰世界頂級魔術大

師大衛師大衛··高柏飛高柏飛。。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

數秒數秒 大飛機大飛機變變出出變變走走

千人「平板撐」

飛機「攝狼」廁所裝偷拍器被捕
華航空少巧設圈套 警方搜出8針孔機

「國立」爭論未止 周美青暫緩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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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北
「故宮」借展日本前夕發生風波，日方部
分宣傳品未在「故宮博物院」前加註「國
立」兩字，台日兩方就此爭論未停息。馬
英九夫人周美青原定昨日出訪日本的行程
也只好暫緩。
台北「故宮」要求東京國立博物館以書
面承諾，答應同意於日本當地時間21日晚
12時前撤換未標示「國立」的海報，否則
將撤展。
台北「故宮」內部日前密集開會，終於
在前日晚間11時前發出新聞稿。「故宮」
在聲明指出，「目前東京國立博物館正積

極協調相關單位處理中，『國立故宮博物
院』將密切注意日方之協處結果及具體作
為，以決定是否同意展出。」
「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表示，新聞稿
說得很清楚，「總統府」支持也會全力配
合，是否展出由「故宮」決定，可以確定
的是馬夫人周美青原定的出訪行程暫緩。
「總統」夫人周美青原預定昨日出訪日
本，出訪前夕卻出現風波，台灣方面要求
日本立即改正，若沒有得到即時的正面回
應，將取消原訂在日本的一切活動，擔任
榮譽團長的周美青也不會赴日出席開幕儀
式。

前日，台北市孔廟舉辦「高中登科·考生祈福」典
禮，百餘位考生及家長參與。自2007年起每年舉辦
的這項活動，今年特別在春、秋祭之外，首度開放
考生進入大成殿，禮敬至聖先師孔子，祈賜聰慧。
圖為台北市孔廟特別舉辦「筆墨祈福」，考生及家
長將心願寫在卡上，期待考試順利。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距
年底台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九合一）選
戰剩下不到半年，綠營全力備戰。民進黨
主席蔡英文昨至台中部，為中、彰、投縣
市長參選人站台輔選。民進黨發言人林俊
憲指出，中台灣將是選戰關鍵區域，民進
黨有信心守住南台灣、攻下中台灣，並挑
戰北台灣。
蔡英文昨天連趕三場行程，分別出席彰

化縣長參選人魏明谷、台中市長參選人林
佳龍、南投縣長參選人李文忠等人競選辦
公室的揭牌活動；民進黨選在同一天為三
個參選人舉辦造勢活動，決戰中台灣意味
濃厚。
林俊憲受訪表示，民進黨去年底就已提

名中、彰、投縣市長參選人，讓參選人及
早準備。民進黨在中部最早舉辦募款餐
會，也最早成立競選辦公室，希望以台中
市當火車頭，拉抬彰化、南投選情，一舉
將中台灣的「藍天」變「綠地」。
南部選情部分，林俊憲說，南部的綠營執
政縣市首長滿意度高，從屏東到雲林，民進
黨都有信心勝選。林俊憲表示，國民黨在雙
北享有選民結構的優勢，但「藍色選民並非
鐵板一塊」，民進黨仍有機會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
基隆市議長黃景泰被控圖利建商遭聲
押，基隆地方法院近日第二度裁定交保
後檢方立即抗告，「高等法院」前日再
度撤銷交保裁定。基隆地院前晚第三度
召開羈押庭，檢察官和律師激辯至深
夜。
基隆地院昨晚9時開庭，黃景泰提前

約20分鐘抵達，面對記者詢問，黃景泰
稱自己是清白的，對法官有信心，也尊
重司法程序。基隆地檢察署和「 廉政
署」早前搜查黃景泰的議長辦公室，查
扣500萬元現金。檢方以涉嫌貪污治罪
條例之圖利罪及財產來源不明罪，並有
串證、逃亡之虞聲押。

黃景泰弊案深夜開庭

據了解，能夠發現針孔攝影機並
順利揪出這名惡劣的偷拍客，

主要是華航班機上的曹姓「空少」
反應機敏。台北時間21日晚上10時
45分時，因商務艙廁所水龍頭出現
問題，他進入清理檢查時，意外地
發現在馬桶左前方垃圾桶旁，有一
具針孔攝影機，他馬上把它拿下
來，但回頭一想，如此就抓不到這
名偷拍客。

故障貼紙引誘抓「狼」
隨後他先把攝影機上的影像記憶

卡抽出，再不動聲色的將針孔攝影
機放回原位，並在廁所門口貼上
「故障待修」的字條，防止其他旅
客進入，且馬上通報機長。
曹姓空服員持續注意旅客動態與

廁所情況，昨凌晨4時30分時，一
位旅客偷偷的撕下故障貼紙，進入
廁所內再出來，他緊接着跟進廁所
內，發現針孔攝影機已經被取走，
於是確認是該名旅客安裝針孔攝影
機，而機長已經透過機場塔台通報
警局。

無法抵賴辯稱測效果
早上 6時 10分班機抵達桃園機

場，警員早在登機口等待，經機長
同意後上機逮人，開始時該男子拒
不承認有偷拍行為，直到被查獲針
孔攝影機等相關器材設備，再加上
空服員拿出記憶卡交給警方，現場
播放記憶卡內容，確實有4男6女入
鏡，劉男眼看無法抵賴，只有坦承
是一時糊塗行為，但仍辯稱是要測
試針孔攝影機的效果。
警方對該男子的隨身行李搜查

中，查獲8具針孔攝影機以及記憶
卡、小型輕薄電池、隨身大容量硬
碟以及連接線等相關設備。而在飛
機上遭到偷拍的空服員及旅客，其
中二名確定會起訴該男。
因男子具有美國公民身份，在偵

訊時，航警人員問他是否要通知美
國在台協會，他馬上說「不需要
吧」，他的太太和小孩都在美國。
警方在初步偵訊後，將他移送刑警
大隊偵辦，並等待律師前來做進一
步調查，追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飛機廁所驚現

針孔「偷拍」。一位持美國護照的51歲男

性旅客劉家傑，前日晚由美國舊金山搭乘華

航CI－003班機商務艙，經由台北轉機前往

香港，在商務艙的廁所內裝設針孔攝影機，

結果被當值「空少」設圈套發現，因涉嫌妨

害祕密罪，在桃園機場被台警上機逮捕，警

方在其隨身行李中查獲8具針孔攝影機等

物，當場將其逮捕並帶回審訊。

■蔡英文參加南投縣長參選人的造勢大
會。 中央社

■日本上野車站仍未更正海報。
中央社

■查獲的針孔攝影機相關設備。 網上圖片
▶男子將針孔攝影機置於
廁所垃圾桶旁。網上圖片

台北考生孔廟祈福

■■劉家傑在機場被劉家傑在機場被
警方逮捕警方逮捕。。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