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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陵有一群從
事守陵和祭

祀事務的達爾扈
特人，也叫「文
物管理員」，他
們終生為成吉思
汗戴孝，不穿華
麗 衣 服 「 上
班」，可享國家公務員的待遇。
這些守陵人工作流程為早晨7

點到晚上8點，再由晚上8點至
第二天早晨7點。這段時間一直
有達爾扈特守陵人輪流值班，以
此確保成吉思汗長明燈不滅。陵
宮內他們每天的主要工作為守護
陵園，點酥油燈和進行祭拜。公
開資料顯示，1227年成吉思汗征
討西夏病逝後，他的衣冠等遺物

運到鄂爾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安
葬，並從宮廷守衛者中挑出500
戶專門守陵，這些守陵人被稱為
達爾扈特人。
據有關人士表示，過去800年

裡，蒙古族達爾扈特人唯一的職責
就是為成吉思汗守靈，祭祀。他們
世代不納稅、不服役及不當官。

■本報實習記者
白明珠 內蒙古報道

3322小時腦外科手術小時腦外科手術
三醫生三醫生累累癱癱

大學生拍廁所畢業照被轟低俗

廣州長隆
野生動物世
界上演一場
「動物世界
盃」狂歡派
對，大象踢
球，而大猩
猩則抱着世
界盃。
■中新社

成吉思汗陵守陵人享公務員待遇成吉思汗陵守陵人享公務員待遇
內
蒙
古

■■3232個小時連續手術後個小時連續手術後，，陳靖陳靖
和陳松兩人累癱在手術台邊和陳松兩人累癱在手術台邊，，
陳松陳松（（右右））雙手給出了勝利的雙手給出了勝利的
手勢手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3232個小時連續手術後個小時連續手術後，，三位醫護三位醫護
人員累癱在手術台邊人員累癱在手術台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東莞理工學院學生拍東莞理工學院學生拍
攝的攝的「「廁所畢業照廁所畢業照」。」。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養殖戶正在養殖戶正在
給蝗蟲餵食給蝗蟲餵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普通的西普通的西
瓜擺在瓜擺在「「西西
瓜 王瓜 王 」」 面面
前前，，就跟小就跟小
蘋果一樣蘋果一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成吉思汗陵夏季祭成吉思汗陵夏季祭
典情況典情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本月21日早上9點到22日下午
5點共32個小時，對普通人

而言，也許很平常，但對於福建醫
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的陳建屏、陳
靖及陳松三名外科醫生來說，卻是
極不平常的32個小時。

刷新該醫院最長手術時間
三位外科醫生在這32個小時裡，

需要為一名腦部同時生長動脈瘤、腦
腫瘤等多處腫瘤的病人施行六種不同

的手術，手術難度高而且頗複雜。
參與這手術的醫護人員，包括三

名外科醫生、六名麻醉醫生及巡迴
護士等，此外動用的醫療器具包括
八個器械及三百三十張腦棉片等。
當手術成功後，三名醫生累得全身
也像是散了，直接躺在手術台邊。
這次手術可說是用生命拯救生命，
體現了醫護人員人仁心仁術的情
操，這也刷新了福建醫科大學附屬
協和醫院最長的手術時間紀錄。

每年6月各大高校畢業生充滿
創意的畢業照都成為網絡熱議的
話題。近日東莞理工學院10級

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畢業生在洗手間拍
的一組「男女混搭廁所畢業照」，有
網民表示該創意「重口味」，有個性
但低俗無聊。
這組「廁所畢業照」最引人注意的
是有兩張男女混搭在廁所拍的合影，
一張是一個男生和4個女生站在「男
士尿兜」前做小便狀，另兩位女生做

驚呆狀。

網友聯想「性都」稱號
這組搞怪照剛貼出兩天就攀到新浪

微博同類話題點擊率前三，但網友紛
紛對該創意表質疑。有網友從「男女
混搭廁所」聯想到民間流傳的「性
都」稱號，發帖質疑「東莞大學與社
會無縫接軌了嗎？」
記者聯絡到拍攝這組畢業照的東莞

理工學院學生鄧鐵山，他表示，當時
拍這組照片只是一班同
學在學校閒逛，走到哪
裡就隨意留念，並未經
過事先策劃。「班裡同
學只是惡搞調侃……我
認為也不至於上升到
『傷風敗俗』這種程
度。對於那些批評的聲
音，我們也都尊重他們
的意見。」
■本報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東
莞

福建醫大附屬協和醫院三位外科醫生福建醫大附屬協和醫院三位外科醫生，，從從66月月2121

日上午開始日上午開始，，直到翌日下午直到翌日下午，，進行一場持續不間斷的進行一場持續不間斷的

3232小時馬拉松式腦外科手術小時馬拉松式腦外科手術，，耗費極多體力及精神耗費極多體力及精神，，終於為這位心臟終於為這位心臟

停跳超過十五分鐘的病人成功完成手術停跳超過十五分鐘的病人成功完成手術，，把病人生命拯救回來把病人生命拯救回來，，並且刷並且刷

新手術時長紀錄新手術時長紀錄，，其中兩位醫生更因累極而躺在地上其中兩位醫生更因累極而躺在地上。。 ■■人民網人民網

動物球賽

廣東省江門市的松崗村有
一群靠養殖這些蝗蟲為生的
人，賣給廣州商人做食材維

生。松崗村一位蝗蟲養殖戶李伯接
受記者採訪，他指着田間三個養殖
蝗蟲的塑料大棚，稱三個大棚一個
養成蟲兩個養幼蟲，成蟲大棚裡約
有3萬隻灰黃相間的蝗蟲。
李伯表示，蝗蟲養殖成本低，

虧本風險小。李伯說：「一斤大
約300個，一個棚一年大約30萬
隻。」現在松崗村有10多個養
豬戶改行養蝗蟲。「蝗蟲是高蛋
白昆蟲，比蜂蛹還有營養，油炸

着吃，味道很香、很美味。」養
殖戶告訴記者，廣州的商戶常常
來收購蝗蟲，主要用作加工食物
等，而收購價格也十分可觀，一
般在一斤50至100元之間。

■本報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粵農養蝗作食材賺大錢粵農養蝗作食材賺大錢
廣
東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
魏營鎮培育出一個大西瓜，
重達112斤（約123磅），

是個貨真價實的瓜王，需要兩三
個成年人才能平穩地抱住。
泗洪縣魏營鎮萬畝西瓜基地負

責人楊召喜介紹：「這一批培育
了8個瓜王，連這個在內有6個
重量超過了100斤。」
據楊召喜介紹，這批「瓜王」
是他從美國引進的西瓜品種，個
頭大，瓜王的生長期較普通西瓜
長。楊召喜說，為培育這種「大
塊頭」，他在西瓜基地內特地騰

出了一片大棚，讓它們保持恆
溫，然後通過嫁接技術將西瓜與
雙根葫蘆嫁接栽培，加上精心的
水肥管理保證營養，就能培育出
這樣的大西瓜。■《現代快報》

瓜農培育瓜農培育123123磅超磅超級級「「西瓜王西瓜王」」
江
蘇

台高鐵炸彈案 主犯判囚二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高等法院審理高鐵炸彈案，昨日
上午作出二審判決，因2人犯後態度
良好且坦承犯行，依照共同殺人未
遂罪，判處主犯胡宗賢有期徒刑20
年、共犯朱亞東10年6個月。但胡
宗賢的辯護律師沈孟賢說，高院的
宣判只比一審減少兩年刑期，會建
議被告提起上訴。
身為律師的胡宗賢，去年4月

12日為了製造社會混亂，以放空
股市從中獲利，夥同開計程車的
朱亞東先後在台灣高鐵北上列車
及新北市土城區立委盧嘉辰服務
處放置爆炸裝置，所幸未被引
爆。

案件上
訴後，台
灣高等法
院首開庭
時，胡宗
賢一改不
認 罪 態
度，首次
認罪，主
張應以殺
人未遂一
罪論處；
朱亞東則說，他沒有殺人動機及
犯意。台灣高院24日宣判，依照
兩個共同殺人未遂罪，分別酌減
兩人刑度為20年與10年6個月。

金門大學師生駕帆船橫渡台海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金門大學講師林
勳率領學生駕駛重
力帆船，橫跨台灣
海峽，航行160海
里，前日晚間順利
返回金門，成為金
門第一支完成此項
壯舉的組合。
金門大學帆船隊

5位成員，全部畢業於金大運動與
休閒學系。船長林勳是該系講
師。金大帆船隊19日上午從台灣
島嘉義布袋港啟航，經過6小時橫
渡黑水溝抵達澎湖馬公港，隨後
參加澎湖縣帆船協會舉辦的第二
屆23.5澎湖島帆船周比賽。接着

再於前日清晨4時由馬公港出發，
花費16小時、橫越130海里，前
日晚間9時許抵達金門後豐港，完
成自駕帆船橫渡台灣海峽壯舉。
林勳說，帆船上沒有電子海圖，
全程僅依賴羅盤及手持的衛星定
位儀來判定方位。

台院校學生來穗探索就業機會

■台灣高等法院24
日宣判胡宗賢20年
徒刑。 中央社

■金門大學3位應屆畢業生與2位校友完成駕駛
帆船橫渡台灣海峽壯舉。 中央社

朱立倫參選連任新北市長
穩住藍營選情 連勝文盼組「勝立連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昨日（24日）至27日，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州市委
會、廣州市台商同胞聯誼會將在
廣州聯合舉辦「台灣菁英看廣
州」活動，來自台灣大學、交通
大學、中山大學等台灣地區的14
所院校36名大學生組團來穗參訪
企業，並與政府座談，了解廣州
就業環境。
本次活動為期4天，其間來穗大

學生將參訪廣州開發區科學城展
廳、康師傅公司等以及孫中山故
居和黃埔軍校。因看好大陸經濟
迅猛發展良好態勢，台灣碩士以
上畢業生開始將眼光投向大陸市
場，這也逐漸成為一種新趨勢。
去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州
市委會及廣州市台商同胞聯誼會
也聯合舉辦了名為「快樂起航」
的台灣學生迎新活動，每年均會
邀請台灣學生參加夏令營活動。

台灣輿論則認為，朱立倫
決定留在新北，可穩住

幾乎四面楚歌的國民黨基層政
權；同時也能藉此穩固在黨內
的實力，積蓄了挑戰2020選
舉更多的能量。

國民黨布局明朗化
台灣今年的「九合一」地

方選舉還有5個月就要投票，
新北市長朱立倫是爭取連
任，抑或直攻2016年大選，

遲遲未有決定，吊足外界胃
口。他於昨日早上終於在臉
書上宣佈要競選連任，讓國
民黨在新北市的布局明朗
化。朱立倫的貼文一開頭便
挑明「我會爭取連任新北市
長」。他表示從各項民調看
到市府滿意度逐年提高，也
看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他連
任，他相信自己和他的團隊
還能為新北市做更多事。
至於連任之後會否帶職參選

2016的問題，朱立倫明確表
示，既然參選連任，就一定會
做滿4年，把市長、市政工作
做好。被外界視為朱立倫爭取
國民黨提名參選2016主要競
爭對手的吳敦義，不做任何預
判朱會否直攻2016年大選之
位，但認為朱立倫擁有非常好
的條件，他尊重朱立倫的每個
決定。

連勝文：盡快晤朱
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則期待

能與朱立倫共組「勝立連線」，
指出朱立倫的決定可以帶動很多
支持者的信心，未來他會盡快找
機會和朱立倫會面，就雙北市的
市政相關議題討論，希望能與新
北市積極配合，規劃提出雙北共
同政見等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民黨副主

席、新北市長朱立倫昨日宣佈，將爭取競選連任新

北市長。此舉為年底選戰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氣氛

低迷的藍營上下都感到振奮。馬英九副手吳敦義表

示，朱立倫競選連任對於國民黨的年底選情具有很

大的安定作用；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稱，

台北市和新北市在很多市政上都有密切合作，未來

會盡快找機會跟朱立倫會面商議，盼能成立「勝立

連線」。

■連勝文盼組「勝立連
線」。 中央社

■新北市
長朱立倫
（右）昨
日宣布爭
取連任，
並如常主
持市政會
議。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
道，台北圓山忠烈祠前日來了兩位抗戰
老兵，向當年的戰友獻花致意。他們是
九十二歲的吳淞與九十歲的張默堅，由
深圳、標榜「關懷抗戰老兵」的龍越慈
善基金會贊助，來台訪友兼旅遊。
二人一入忠烈祠，為示對戰友的敬

意，他們拒坐輪椅，全程步行，並向昔
日同胞獻花致意，了卻數十年來的心
願。吳淞當年參加過常德會戰、第四次
長沙會戰、衡陽會戰等戰役。國共內
戰，他原本曾有機會來台，為了照顧母
親，留在湖南家鄉。但在大陸建政初期

的政治運動中，吳淞仍因其中國國民黨
的背景而坐牢多年，母親也在這段期間
過世。出獄之後吳淞看破世情，出家為
僧。

常德戰日軍 全營剩三人
吳淞表示，當初參加常德會戰時，全營

最後只剩下三個人，如今除了自己，只剩
下一位趙清福，這次兩名老友也將會面。
張默堅是黃埔軍校十六期畢業，在國軍中
當到中校副團長。大陸解放後也曾繫獄多
年，大陸改革開放後，他鑽研國標舞與書
畫藝術，曾開過好幾次個展。

■張默堅（左）以及吳淞到忠烈
祠向陣亡的老長官與戰友致敬。

網上圖片

陸抗戰老兵抵台 忠烈祠悼戰友

■老兵到忠烈祠向陣亡的老長官
與戰友獻花致敬。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