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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重逢 百歲翁哭擁古稀女
因戰亂輾轉來台 兩年前開始尋親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市長郝龍斌今天以
行銷台北名義到北京參加旅展，這是郝龍
斌擔任台北市長近八年來首度到訪北京，
行程包括參觀北京奧運場館和地鐵安檢措
施。郝龍斌此行將拜會大陸全國政協主席
俞正聲、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以及海協會會
長陳德銘等人。
據《聯合報》報道，已知的行程安排
是，郝龍斌今日率觀光傳播局、文化局等
官員一行人中午抵達北京，下午召開北京
旅展的台北展前記者會，推銷台北市購物
節特色遊程。
27日上午拜會俞正聲、陳德銘，下午參

訪北京奧運結束後相關場館後續使用情
況，作為2017台北世大運後的運行參考；
並參觀北京地鐵安檢機制。晚上拜會北京
市委書記郭金龍，接受郭金龍晚宴款待。
28日參加旅展現場活動，下午參訪七九八
藝術園區，晚間與媒體餐敘。29日上午與
媒體茶敘，中午拜會張志軍，晚間返回台
北。
郝龍斌擔任台北市長以來曾赴上海兩次

參加雙城論壇，這次是以旅展項目首度造
訪北京，雖是旅展，但拜會的中共官員包
括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以及赴台參訪未
遇的張志軍，因而賦予一定的政治意義。
據了解，郝龍斌的行程並未完全公開，參
訪奧運場館運作與地鐵安檢措施，可能都
不會開放。

台失聯漁船遭印尼軍艦攔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懷疑遭印尼漁工劫持

的台灣漁船「國榮333號」昨5日在印尼龍目島北方海域
被印尼軍艦攔截，印尼軍方確認台籍船長陳致文失蹤，
船上12名印尼漁工正接受調查中，漁工初步供稱，陳致
文因海象險惡落海。
「國榮333號」12日從帛琉出海到鎖羅門捕魚，船主

林進西說，19日報案發現漁船以航速9節快速駛向印
尼，但撥打衛星電話始終無人接聽，擔心船長可能被船
上12名印尼漁工挾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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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圓仔滿一歲 新北推「慶生趴」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圓仔即將滿一
歲，新北市觀光旅遊局推出「圓仔慶生
趴」邀請民眾吃圓仔便當、放圓仔天

燈。
據中新網報道，新北市觀
光旅遊局推出「圓仔慶生
趴」，邀請民眾在7月5日
一起到平溪玩，吃「圓仔便
當」、再到菁桐國小放「圓
仔天燈」，用許願天燈，當
作送圓仔最棒的禮物。
想吃特色便當、放天

燈，旅客可向觀旅局購買
限量150組的399元新台幣
( 約100港元)慶生套票。內
容包含2個圓仔便當、1盞
4呎圓仔天燈，1本「遇見

新北12個生活故事」旅遊書及波麗士天
燈買一送一、平溪煤礦博物館參觀8折
的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102歲的宜蘭縣三星鄉獨居老人汪呈松，因戰亂從大陸

輾轉來台，兩年前過百歲生日，向村長說出「想找親人」的生日願望，經傳

媒報道，深圳市一慈善機構得悉事情便協助尋找，終於找到汪呈松分隔67

年、已近古稀的女兒王秀蘭，父女倆前天見面，相擁中哭成淚人，圓了相聚

天倫的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 癌症連續32年蟬聯
台灣人十大死因榜首。台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昨日發表2013年台人十大死亡
原因統計，台人平均餘命為79.9歲，
男性76.7歲，女性83.3歲，癌患的平
均死亡年齡則為69歲。
據中通社報道，根據統計，台人去

年死亡人數15萬4374人，死亡時鐘
平均3分24秒就有1人死亡，較前年
平縮短了1秒。癌症死亡時鐘平均11
分44秒就有一人死亡，每天有123人
死於癌症，較前年縮短18秒、每日增
3人。
癌症已經連續32年成為台人健康的

頭號殺手，去年十大癌症死因依序為
肺癌、肝癌、大腸直腸癌、乳癌、口
腔癌、攝護腺癌、胃癌、胰臟癌、食

道癌、子宮頸癌。其中，口腔癌最早
夭，其次則是乳癌、子宮頸癌和食道
癌。

台人十大死因 肺癌居首

據《聯合報》報道，「爸爸，我不怪你，
我知道不是你狠心拋棄我！」69歲的王

秀蘭前天和丈夫陸學慶、女婿周希聖來台尋
父。汪呈松很慎重，從親人姓名、故鄉舊宅
位置等問了一個小時後，才點頭確認眼前的
王秀蘭就是他的女兒，王秀蘭跪着擁抱父
親，訴說數十年的思念。
王秀蘭說，她兩歲就沒見過父親，母親改
嫁，35年前過世，她由三叔領養長大，隔了
67年父女倆終於相聚，她很感謝大家幫忙，
想帶父親回大陸安度晚年盡孝道。

幼時母改嫁 由親人撫養
汪呈松也流下感傷的眼淚，他說，沒想到兩
年前的生日願望，真能實現，很開心，回大陸

一事他還要考慮。為求慎重，兩人還要到醫院
取樣驗DNA，預計一周內會知道結果。
汪呈松原籍江蘇省海安縣人，他戒心很重，獨

居在三星一棟低矮的石頭厝內，不識字加上鄉
音，一直說不清楚他的過去。兩年前過百歲生日
時，告訴村長他的生日願望，想要找親人。
當時透過報道，一時間都沒有下文，去年

11月，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孫春龍
無意看到網路新聞，得悉汪呈松的心願，便
透過義工和大陸公安協助，找到汪呈松的女
兒王秀蘭。
孫春龍說，多年戰亂，汪呈松可能是鄉音

重，原名「王誠松」，戶籍登記錯誤，年齡
也不符，故鄉也只說對了村名，經過層層過
濾和核對，確認王秀蘭應該是他女兒。

■新北推出「圓仔慶生趴」。 網上圖片

■■郝龍斌今日郝龍斌今日
首 度 到 訪 北首 度 到 訪 北
京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汪呈松汪呈松（（左左））和和
女兒王秀蘭隔了女兒王秀蘭隔了6767
年再見面年再見面，，相擁而相擁而
泣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灣口腔癌一直被指與嚼檳榔、抽
菸、喝酒直接相關。 網上圖片

四川成都消防十八中隊前
日晚上接到市民報警稱，在
武侯區一單位內有一名三十

多歲的小偷因躲避保安員的追
捕，欲藏匿於頂樓電梯井時，雙
腿懸空被卡在洞口內，無法脫
身。接到報警時，該男子被困時
間已長達八個小時左右，晚上住
戶回家聽到呼救聲，這才報了
警。隨後被困男子雙腳踩在救援
官兵的肩上，通過緩慢挪動，男
子終於脫困。 ■四川新聞網

食客膽量食客膽量戰戰挑挑

古有狸貓換太
子，今有男孩換女
娃。一名網友稱

在河南某醫院婦產科的
衛生間看到一張換子廣
告，並於前日在網上
貼出後隨即引起眾人
的關注，紛紛譴責孩
子的父母。
照片上顯示的文字：「本人懷有一男孩，預產期在陽曆七月初，想對換
一女孩，有意者請聯繫。」這段文字下方不僅登有手機號碼，還特意附上
「非誠勿擾」四個字。網友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沒有人性的父母，孩子
還沒出生，就準備不要，給別人換掉！這樣的父母還是人嗎？」
據報道，該男子劉某是林州市人，今年34歲，妻子比他小一歲，已經有
一名11歲男孩，而此前妻子由於懷的是男孩就做了流產，這一次再有10天
左右就又該分娩了，但經過做B超檢測，仍然是個男孩，所以他與妻子和家
人商議，準備換個女孩。隨後，林州警方得知情況後，對劉某及其家人進
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大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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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父醫院貼廣告 欲拿男孩換女孩
西 安 網

友前晚曬
出了自己

的幸福碩士畢
業照，年輕貌
美、已婚，不
僅有個 1 歲兒
子，肚子裡還
有一個女兒，
夫 妻 相 處 甜
蜜，而且住豪
華 大 宅 開 名
車，真正人生
贏家啊！

■股城網

躲保安藏電梯躲保安藏電梯 賊佬懸吊賊佬懸吊88小時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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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透露，從26日至28日，該「餐
廳」在浦東世紀大道50米高空

處演繹前所未有的美食體驗。就餐前
會用類似起重機的設備將主廚、服務
生和固定在安全座椅上的22名食客們
送至離地面50米高的地方。雖然聽起
來比較刺激，其實整個過程則非常安
全。酒店指出，這套懸吊系統是經過
德國安全認證，就餐全程規定要繫上
安全帶，只要食客沒有畏高等心理障
礙，即可一邊在高空享受風景，一邊

享用美食。

最低消費 每人逾二千
由於用餐過程都是在室外進行，酒

店表示，如雨不大的話，餐桌本來就
有防雨頂棚可以遮擋。有人擔心「餐
具不小心掉落，砸在路人頭上開瓢怎
麼辦」？酒店回應，空中餐廳的擺盤
都是經過總廚專業推敲和設計，客人
私物也將被妥善放置，最重要的是，
餐廳底下地面一定範圍內，是絕不允

許人員進入，這樣雙重保險
措施，酒店保證不會發生高
空墮物傷人事件。
就餐類別分為午宴、下午

茶、品酒會、晚宴、雞尾酒
五種類別。對於這種超級刺
激的用餐體驗，價格當然不
菲，價格最低的為雞尾酒，
每人 1,888 元人民幣（約
2,266港元），而規格最高的晚宴，則
要每人8,888元人民幣。

福建霞浦縣王女士
一家為女兒「太高」
犯愁。女兒維維(化名)

才12歲，身高已經達到了
178厘米，比同齡同學高出
了一個頭，由於她喜愛上體
育課，愛好籃球，更有繼續
增高的可能。個子高不僅沒
有讓維維有優越感，還成了
她的「負擔」，讓她很自
卑，不願與同齡人一起玩。
王女士的身高有170厘米，丈夫的身高也有176厘米。可能是繼承
了父母的基因。在維維就讀的小學，她是女生裡個子最高的，也僅
比同年級一名男生矮點。王女士說，女兒平時吃飯不怎麼挑食，只
是特別喜歡吃肉，生長發育從小就比同齡孩子快，「我記得女兒上
幼兒園時，與同齡孩子站在一起，比人家高一頭。」小兒內科的劉
暉主任醫師曾考慮過是否「女姚明」，但從外觀初步看，維維沒有
發現手腳趾粗短、掌跖肥厚等「巨人症」症狀。 ■東南網

北京郊外最近出現疑
似人形怪物！有網民在
懷柔區拍得一隻外貌極

似電影《魔戒》咕嚕的生物在石澗喝
水，照片網上瘋傳。從相片可見，怪
物有一雙又尖又闊的巨耳和一個血盤
大口，四肢小臂比大臂還要粗，擁有
四隻手指，穿着葉褲。
拍攝的網民指自己當時和朋友去懷

柔行山，因為人有三急於是離隊到草
叢解決，竟然發現了這隻怪獸，立即
取出手機拍下近十張照片。該帖上載
1天已有超過3萬次轉發和23000多
個留言。不少認真對待的網民都指照

片造假，認為怪物只是特技演員碰巧經過；又有部分人瞎扯是一
種人型肉食動物。有人笑稱這是減肥後的豬八戒或者是《哈利波
特》中的多比。 ■新浪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孔雯瓊孔雯瓊 上上

海報道海報道））上海一間懸吊在室外高空上海一間懸吊在室外高空

的特殊的特殊「「餐廳餐廳」」今天正式開業今天正式開業，，喜喜

歡挑戰的食客可以享受一頓身體被歡挑戰的食客可以享受一頓身體被

懸吊在半空的刺激懸吊在半空的刺激，，但眼前美食能但眼前美食能

否嚥得下否嚥得下，，大家可試試大家可試試。。該該「「餐餐

廳廳」」實則是一張超大型連着座椅的實則是一張超大型連着座椅的

餐桌餐桌，，僅能容納僅能容納2222人人，，由起重機送由起重機送

至離地面至離地面5050米高處米高處。。食客除需具備食客除需具備

膽量外膽量外，，最貴的餐費達最貴的餐費達88,,888888元人元人

民幣民幣（（約約1010,,666666港元港元）。）。

空中豪餐空中豪餐

京郊驚現怪物京郊驚現怪物 酷似咕嚕多比混合體酷似咕嚕多比混合體

1212歲女身高歲女身高11..7878米 幸米 幸無無「「巨人症巨人症」」

■消防員在電梯頂上用雙肩將
小偷撐起救出。 網上圖片

■北京郊區被拍下的人形
怪物。 網上圖片

■十二歲的維維比成年人高一個頭，
幸未列作「女姚明」。 網上圖片

■離地50米的懸吊餐廳首
次進入中國，食客須有膽量
在高空用餐。本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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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在河南某醫院
洗手間發現男孩換女
孩的廣告。網上圖片

■空中餐廳的概念在西方國家
已頗流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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