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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龍斌後日訪京 拜會國台辦
行銷台北購物旅遊 參觀地鐵反恐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北市長郝龍斌將於後日（26 日）至 29 日訪問
北京。昨日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行銷台北購物節和台北
觀光旅遊，也將安排與一些老朋友會面。具體行程還在安排之中，郝龍斌證
實將拜會國台辦，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及過去曾在台北見面的北京市的老
朋友。

台北市長郝龍斌上個月相繼出訪新加坡和
香港，推廣台北觀光，昨日又對外宣

佈，將前往北京參加旅遊展，這是郝龍斌擔任
台北市長 8 年來，雖已數次赴上海參加「上海
台北城市論壇」，唯以市長身份訪問北京還是
郝首次。
郝龍斌昨日出席「悠遊卡公司與雄獅旅遊策
略聯盟」記者會，接受媒體訪問時介紹，他將
於26日至29日前往北京，主要目的是配合台北
市觀光傳播局參加北京國際旅遊博覽會，行銷
台北購物節和台北觀光旅遊，郝謂：「這次到
北京，是26號到29號，主要是配合觀傳局的北
京旅遊博覽會，去行銷台北，讓大家認識台
北，並歡迎北京跟大陸的民眾，到台北來。」
此外，也會安排一些市政參訪與交流活動，除
了參加北京旅展外，有鑒於日前台北捷運發生
砍人事件，郝龍斌此行也將前往北京地鐵，包
括參觀北京地鐵反恐方面的相關設施。

可能晤俞正聲張志軍
外傳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返回大陸後，將
前往北京與郝龍斌會晤。另外，郝龍斌在 2011
年赴上海參與雙城論壇時，曾拜會當時的上海
市委書記、現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此行亦
可能再度見面。
郝龍斌答覆記者追問時介紹，具體行程還在
安排之中，預計將拜訪國務院台辦、海峽兩岸
關係協會，以及過去曾在台北見面的北京市的
老朋友們。
郝龍斌介紹，這次出訪北京是配合觀光傳播
局參加北京國際旅遊博覽會，除了行銷台北，
也會參觀北京地鐵反恐的相關設施，看看有沒
有值得借鏡、取經的地方。
郝龍斌擔任台北市長 8 年來，已數次赴上海
參加「上海台北城市論壇」，以市長身份訪問
北京則是第一次。

■東京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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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台灣近年來民怨四起，「網路溫度
計」的網站做了一項「十大鄉民怨─台灣最令人暴怒的十件事」，除了低
薪、失業、高房價被列為前三名之外，政黨惡鬥、「立院」空轉、官員貪污
收賄也榜上有名。
鄉民的怒火還延燒到極具爭議性的「國中」會考、教改問題，乃至於塑化
劑事件開始延燒的食安問題，也讓許多民眾憂心忡忡。 令人訝異的是，「單
身、被情侶放閃」竟也在十大鄉民怨中。
該台灣最令人暴怒的十件事，順序分別是 （1）薪水太低（2） 失業、找
不到工作（3）房價高、買不起房子（4）政黨惡鬥、「立院」空轉（5）eTag
收費系統出包（6）官員貪污收賄（7）貧富差距大（8）教改、「國中」會考
爭議（9）食品安全問題（10）單身、被情侶放閃。
■郝龍斌後日訪京將拜會國台辦。

中央社

台北故宮文物 186 件，其中首度離台借展的
「翠玉白菜」備受期待，只於今日至7月7日展
出。有輿論則指出，台灣當局把「翠玉白菜」
等中華文物拿到日本展出，是以中華文物為拓
展國際空間的政治利益服務，卻一件文物也不
肯拿回大陸展出，忘卻了中華文化之根本。

發言人：媚日心態要不得
中國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昨日表示，島內部
分在野黨與媚日人士，不知團結為台灣爭取最
大尊嚴，「只會大聲批評自己人，對日本東博
連一句責備的話都捨不得，這種諂媚心態非常
要不得。」

老球迷熬三夜看世盃猝死

小 強 （ 化

名 ） 今 年 30
歲 ， 卻 有 着 450 斤 （496 磅 ）
次減下 30 斤，他卻因鬆懈反而
增加體重，五六年後，他已變
成 450 斤的超級胖子。當他在
江蘇省人民醫院普外科病房出
現時，頓成「明星」，他的腰
圍需兩個人才能環抱得下。此
外，他根本沒合適衣服穿，就
只用被單裹着在病房裡走路。
■人民網

磅）。婚後他的體重一路飆升，還得了高
血壓、高血脂及胰島功能低下等症。護
士幫他做分析時，發現他每天不停地
吃紅燒肉、油炸食品及甜食，並且
每頓吃很多。

醫院其中最胖一個
由於過胖，小強根本找不到工作。此外他
無法像正常人一樣走路，大多時間只能躺在床
上。及後他進了江蘇省人民醫院，打算做「胃旁
路」減重手術，該醫院普外科減肥俱樂部個管師
楊伶俐稱，小強算是減肥俱樂部其中最胖的一個
了。

■醫護人員為重達 496 磅的
小強做檢查。
網上圖片
減重手術，是用手術器械為患者「縫」出一個只
有幾十毫升的「小胃」，大部分胃部都被曠置
了，原來和胃連接的十二指腸將被切斷，然後一
部分腸道（十二指腸及部分空腸）會被「棄置不
用」，胃直接連接到了遠端的小腸，這樣腸道變
短，食物營養吸收的路徑也明顯變短，人自然能
瘦下來。
梁輝表示，對胃腸道的改造是不可逆的，患者
首先必須看的就是 BMI 值（體重公斤數除以
身高米數平方）。一般來說，只有達到重度
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數 35 的患者，才可以
通過手術減肥。

重度肥胖手術減重
該院普外科醫生梁輝指，小強做的「胃旁路」

天津 89歲老人不慎從四樓窗口墜落，倒掛空調室外機，南陽
三名農民工兄弟其中兩人用雙手托舉的方式讓老人化險為
夷，另一人則在下方協助。三人的義舉被天津市民稱為「托
舉三兄弟」。
「托舉三兄弟」賈曉玉、劉新軍、楊明都是南陽人，均在天津
打工。今年他們同在天津市河北區律笛裡小區幹外牆粉刷。本月
17 日上午，三人剛吃過飯，突聽到小區內傳出呼救聲，便順呼
救聲跑去，發現小區 8 號樓 4 樓陽台外倒掛一位老人，隨時墜
落。
劉、賈二人即徒手沿樓外窗戶護欄，從一樓爬到三樓窗台，兩
人各用一隻腳踩住窗台，另一隻腳踩在空調外機上，雙手托住老
人身體。由於窗台不能同時容納三人，楊明只得在下方協助劉、
賈二人，以防緊急情況發生。
5分鐘後消防官兵趕到，三人配合消防隊員用繩子和救生吊帶將
老人安全送進4樓屋裡。該小區轄區派出所與天津消防河北支隊將
■劉新軍及賈曉玉用手臂托住 三人的救人事跡報送到天津市河北區見義勇為協會。經河北區見
■中國新聞網
老人，險象環生。 網上圖片 義勇為協會核實後，將於近期對他們進行表彰。

河南省洛陽市
澗西區建設路與
長春路附近路段上，前日驚現最牛電單車出行，
一輛電單車上載6個人出行。
鳳凰網

六漢擠一電單車

老匠修傘三十載 遺憾無徒弟
71歲的孝感傘匠左義貴，33
■71 歲的傘
年在武漢為市民修傘 20 多萬
匠左義貴。
把。昨天他表示再做 3 年就退
網上圖片
休。1981 年，左師傅開始來武漢修
傘，每年至少要在武漢留 10 個月。
以平均每天修傘 20 把計算，33 年
來，他已為武漢人修傘 20 多萬把。
當年與他一起來漢修傘的很多傘
匠，嫌賺錢少早就放棄了。
去年，他也曾萌生退意，但剛回
到老家，每天不斷接到武漢人打來
的電話。盛情難卻，他只好重新出
山。不過，畢竟年事已高，他想再做 3 年就徹底退休。左師傅最
遺憾的，是至今沒有收到一個徒弟。現在的年輕人看不起修傘這
一行，已經沒人願意學了。
■《武漢晚報》

「奪刀少年
奪刀少年」
」康復 準備複習高考
江西

天津

三民工勇救倒掛陽台老伯

據青島新聞網消息稱，
22 日清晨青島市市北區一
名年過七旬的老球迷死於
客廳沙發上。家人推測，老人離
世很可能與連三天熬夜觀看世
界盃有關。據悉，這名老人是今
年急救人員救治的第一例因收看
世界盃而不幸離世的球迷。
一名 50 多歲的鄰居稱，離世 ■老人生前居住小區。 網上圖片
老人剛被發現時，正在演波黑對
尼日利亞的球賽。 「他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頭對著電視。 」據知情
者透露，老人躺在沙發上，猶如睡一般看上去很安詳。可遺憾的
是，面對老伴和兒女的呼喊，他再也無法甦醒。
一名鄰居稱：「他平時身體挺好，誰知道這一下人就沒了。 」。
「他兒子說他連看了三天球。 」另一名鄰居稱，兒子推測，老人去世
可能和徹夜看球、沒休息好有關。 ■本報記者 王宇軒 青島綜合報道

湖北

體重。他曾嘗試減肥，可是每

歲以後變得特別能吃，
他小時候還好，18
到 結 婚 的 時 候 體 重 大 概 200 斤 （220

山東

只裹床單

選戰愈近 朱立倫柯文哲拚民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中
國國民黨籍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及在野的柯文
哲，均極力爭取民望，以利勝選。
有分析指，朱立倫處理核四等棘手議題，
表現不錯，獲得一定政治聲望，人氣水漲船
高，又沒「中央」執政包袱；朱若連任新
北，不僅有助於穩住雙北選情，更可以副主
席身份，師出有名，走透全台，成黨內耀眼
的輔選大將。
至於確定代表在野聯盟出征台北市長的柯文
哲，因人氣居高不下，早已成為各在野陣營邀約 ■朱立倫處理核四問題獲
站台的對象。引發關注的是，柯文哲參選的是台 得一定政治聲望。 中央社
北市長，但對於其他縣市候選人的邀約，仍抱持
行有餘力就會盡力輔選的態度。民進黨人士直言，要拿下藍大於綠的北市難度
極高，柯文哲有必要透過走透全台，讓更多人認識他，藉此推升個人聲勢，
才有可能爭取到更多選民的支持。

無合身衣服

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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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 20 家兩岸
能源企業昨日啟程前往英國，將在未來 5 天內
考察蘇格蘭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及英國的新能
源環保技術等項目。
此次活動由海峽兩岸中華傳統文化交流基金
會和海外華人能源協會合作組織。考察團成員
包括中海油公司、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和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等近 20 家兩岸企業
和機構有關負責人。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創會會長黃齊元認
為，此行將是兩岸企業首次聯手到海外考察投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創會會長黃齊元。 網上圖片
資項目，共同合作開展能源領域的務實合作。
海外華人能源協會秘書長龍昆玲認為，海峽
兩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存在能源領域的制約因素，均需要能源企業「走出
去」，到國際市場參與競爭、獲取資源。兩岸的能源企業各有優勢，聯手開
拓國際市場可以優勢互補，在海外開展能源合作可謂前景廣闊。

台鄉民十怨 「立院」空轉上榜

台北故宮赴日文物展如期開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故宮文
物赴日展出，卻因日方部分宣傳品缺少「國
立」二字引發撤展風波。經過 69 小時的折
騰，台北故宮的「翠玉白菜」昨日終於如期見
客。日方道歉，原本帶團出席開幕式的馬英九
夫人周美青則暫緩行程。風波在島內引發政治
對罵，輿論批評當局利用中華文物拓展國際空
間的自私行為。
開幕式在當天下午舉行，台北故宮院長馮明
珠率團出席。東京國立博物館館長錢谷致詞，
第二句就道歉說：「本館誠意面對、迅速改
正，在此也表達歉意。」
東京國立博物館預定今日起到 9 月 15 日展出

兩岸能源企共赴英考察投資項目

經過 24 天治療，
「奪刀少年」柳艷
兵和易政勇於昨日
結束臨床治療，康復出
院。昨日上午，兩人正
在醫護人員幫助下辦理
出院手續，二人全身傷
口癒合良好，精神狀態
良好，已能獨立活動。 ■柳艷兵（左五）、易政勇（右五）在出
上月在江西宜春市區 院前與相處了 20 多天的醫護人員合影留
網上圖片
至金瑞鎮的一輛公交中 念。
巴車上，一名歹徒用菜刀將5名乘客砍傷。二人與歹徒進行搏鬥，奪
去歹徒手中兇器。事發後，二人因負傷憾失高考。二人表示回家
後，會根據身體恢復情況盡快投入複習。「雖不知道什麼時候考
試，要不要考試，但還是趁早準備比較好。」對於考試，柳艷兵自
稱對自己有信心。易政勇則有些擔心自己的發揮，「但我還是希望
用成績證明自己！」
■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