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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晚報》報道，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6月底完成對台歷史首訪。而已於去年首訪台灣，並且於今
年2月底在台北參與第十次兩岸會談的大陸海協會長陳德
銘，可望於下個月(最遲9月底前)再度訪台。
陳德銘於今年第十次會談結束後，離台當天早上參訪木

柵動物園，去看圓仔與相關動物區時，特別表明今年六月
底前也將再度訪台。但由於張志軍訪台行程就落在六月
底，陳德銘訪台日程也跟着延後。
據了解，兩會就陳德銘再次訪台已有初步聯繫，海協會

一度考慮讓陳德銘在八月訪台，但態度卻並不明確。不
過，據了解，由於年底台灣進入選舉熱季，陳德銘因此至
遲在九月底前，一定會訪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葉臻瑜綜合報道）台灣
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昨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與福建
省委書記尤權會面。林中森特別提及福建涉台法
庭對台商的幫助，期望可以在大陸各省市推廣。
林中森說道，福建與台灣交流密切緊密，當

下兩岸經貿交流除了互利雙贏外，期望可以朝共
定產業標準、共同掌握全球商機的方向前進，希
望福建作為牽頭典範，讓全球對兩岸合作刮目相
看。
林中森特別提及，去年底赴福建參訪時，對廈
門海滄涉台法庭印象很深。他說，海滄涉台法庭
專門設台灣調解員、陪審員等幫助台商解決實際
問題。「海滄這個作法可以持續推廣到福建甚至
大陸各個省市」。他認為，很多糾紛實際上可以
透過調解、和解得到圓滿的解決，效率也非常
高。
尤權則談到，福建處在一個發展階段，面臨

的發展機會非常多。怎麼和台灣產業更好結合，
實現雙贏，是此次赴台想解決的問題。

尤權晤連戰 盼學台管理經驗
尤權昨晚接受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宴

請。他說，這次訪台希望促進兩岸共同發展，學
習台灣企業及社區方面的管理經驗。連戰表示，
福建與台灣文化相近，彼此交流更有親切感。兩
岸發展至今，兩岸服貿協議雖出現不同聲音，但
兩岸發展仍循正確路線往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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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銘料最快8月訪台

■連戰（後左）宴請來訪的尤權（後右）。
中央社

據台灣媒體報
道，自上月

底黃景泰疑似涉
入弊案後，島內

多項民調都顯示黃景泰的支持度遠低於民進黨提名的
林右昌，其中TVBS民調中心7日發布的最新民調，
黃景泰支持度僅剩18%，大幅落後民進黨參選人林
右昌的56%。

後補未定 市長冀勿空降
馬英九在會中強調，若不做這個決定，有

可能影響雙北(台北、新北)市的選情，對國民黨造
成更大傷害。不過也有中常委表示，這不是一個法
律決定，也不代表黃景泰犯罪，只是按照黨的程序
廢止了一個提名案。
黃景泰目前尚未對外回應，當晚並取消所有行程。
而原先表態要選市長的國民黨市議員韓良圻、前
「立委」何聖隆、現任「立委」徐少萍的兒子
林沛祥，聽聞廢止黃景泰提名的消息後都說
會積極爭取提名。

曾參加黨內初選的何聖隆表示，「絕對參選到
底！」但是必須透過黨內初選機制，因為有初步的民
調可以讓基隆市民信服，另一方面也可杜絕爭議。
基隆市長張通榮表示，假如黨中央撤銷黃景泰提

名，希望能多考慮在地人選，不要以空降方式。他又
指，基隆選出的國民黨籍「立委」謝國樑是非常好的
接替人選。
至於民進黨提名的基隆市長候選人林右昌則表示，

國民黨推誰都一樣，因為國民黨的包袱很重，他會按
照自己的步伐，繼續爭取選票。

馬郝周六為連勝文造勢
另外，距離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不到5個月，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的民調低迷、基隆市議
會議長黃景泰涉弊，民調也大幅落後。為拉抬選情，
馬英九、郝龍斌和連勝文將在周六(12日)同台出席活
動，盼透過馬、郝前後任市長加持，搶救北市選戰。
據了解，目前國民黨黨中央正規劃一系列造勢活

動。另外，國民黨中央黨部也將在13日舉辦懇託
會，黨內上下幫連勝文輔選不遺餘力。

藍廢涉弊提名 急救基隆選情
馬英九：決定痛苦但不得不做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基隆市長提名人黃景泰涉入弊案，令藍

營基隆選情幾近崩盤。國民黨中常會昨日通過國民黨副主席、

台北市長郝龍斌提案，廢止黃景泰的基隆市長提名。這是國民

黨首次以廢止提名方式處理被提名人。馬英九表示，這是一個

痛苦、但不得不做的決定。

■馬英九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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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央社

■■黃景泰黃景泰。。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文化部」打造的「典藏網
(iCollections)」雲端虛擬博物館昨日舉行啟用儀式，以
後觀眾不必出門，上網甚至無須登入或驗證身份，只
要輸入關鍵字，就可以觀賞全台11所博物館的26萬多
筆藏品。
數位化展覽品分為藝術、歷史文物、工藝、音樂、戲

劇等近90種類別。以「交趾陶」為例，搜尋結果除了出
現台灣博物館的「側臥哺乳交趾陶」外，也出現台灣歷
史博物館的展覽品，印有交趾陶圖樣的電話卡等。

雲端博物館啟用
26萬藏品任觀賞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台灣雲林縣林內鄉發
生一起人倫悲劇，一名17歲許姓少女，不滿父親將
「與外遇對象」所生的3歲同父異母妹妹帶回家撫
養，覺得家庭被破壞，竟持水果刀猛刺女童心臟3
刀，妹妹當場死亡。
警方指出，17歲許姓少女，是趁着爸爸不在家，媽
媽在講電話的空檔，持刀行兇。少女供稱是因為不滿
父親搞外遇破壞家庭，還把跟外遇所生的女兒帶回家
撫養，心生怨恨，才會憤而行兇。

不滿父外遇
17歲女殺3歲妹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正在大陸參訪的

全台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今(10)日將抵江蘇與南
京訪問，並拜會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與南京市委
書記楊衛澤等官員。賴正鎰準備向當地政府提出
首個商總大陸辦事處的申請，這也是賴正鎰接掌
商業總會後布局兩岸交流的重要一步。
據報道，商總此行出訪大陸另一項重頭戲，就是

準備登陸設立首個辦事處，商總是於1946年在南
京成立，隨後就搬遷至台灣至今，長達68年，南
京是商總的發源地，在飲水思源的情況下，重返南
京設立第一個大陸辦事處，已是順理成章的事。

台商總力爭南京設辦

「外婆從小撫養我長大，我不能
丟下她！」家住重慶北碚區的89歲
老婆婆鄧良珍日前凌晨家裡失火。
外孫李安雲衝進火海抱出渾身是火
的外婆，二人目前都因燒傷留院，
望着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外婆，李
安雲眼淚不禁流了下來。
1日凌晨4點，李安雲家人突然被
濃煙嗆醒。外婆屋裡有許多舊棉
絮、老傢具和酒，當時遇火後燒得
更旺，面對如此情形，李安雲來不
及考慮，咬牙閉着眼衝進火海，外
婆睡覺的床鋪已經全部着火，可外
婆沒在床上。
「外婆，你在哪裡？」李安雲

在濃煙中尋找着，此時，一陣呻
吟從屋角傳來，李安雲回頭一看，
蜷縮在牆角的外婆滿身是火，李安
雲不顧一切地抱起外婆便朝門口飛
奔。等在門口的親戚趕緊拿出濕布
朝婆孫兩人撲打，李安雲抱着外
婆來回滾動，這才熄滅了身上的
火。

淚憶恩情：她喝湯我吃肉
李安雲說，自己3歲時，父母離

異，是外婆一人撫養他長大，「我
和外婆從小就吃一口鍋的飯，她半
碗，我一碗；排骨湯，她喝湯，我
吃肉。」說到此處時，李安雲眼裡

滿是淚光。
李安雲是家裡的頂樑柱，每月有

近3000元工資，但如今沒辦法再去

工作。面對巨額醫療費，李安雲一
家正在犯愁。

■本報實習記者張馨月重慶報道

快閃的隊伍中有護士、白領、模特兒、
家庭主婦，甚至還有孕婦。12位女士

將衣服外套脫掉，露出寫着各式控訴標語
的後背。她們認為自己的老公、男朋友在
世界盃期間熬夜看球、賭球輸錢嚴重影響
了正常生活，希望藉着大聲講述經歷，盡
情發洩情緒。

夫只顧睇波 懶陪妻孕檢
「可能有些

球迷看不慣我
們的行為，但
是我們想說很
多球迷沉浸在
自 己 的 世 界
裡，卻忽略了
家人，我們只
是想強調家人
才 是 最 重 要

的」活動組織者王小姐是一名模特兒，因為
世界盃，她差點和男朋友分手，於是她在交
友平台上建立「反世界盃聯盟」的群組，沒
想到有共鳴的人那麼多。
另一名懷有4個月身孕的王小姐抱怨丈夫

因為世界盃，竟然不願陪伴她去孕檢。因為
懷孕反應大，每天都會吐好幾次，丈夫卻對
此不聞不問，為躲避吵架，他要麼躲着裝
睡，要麼就真的睡得昏天暗地。王小姐只得
找來閨蜜陪伴，自己打車去醫院。
「本來覺得是要開始為未來打拚了，但世
界盃讓我看不到未來。」李小姐男友因為賭
球已輸掉了兩個人的積蓄，男友輸錢後更情

緒不穩。前幾天法國隊踢輸後，男友甚至把
還在睡覺的李小姐拽起來，向她發洩情緒，
讓她感到崩潰又氣憤。「我來這裡，男朋友
並不知道，但我希望他看到這些，能有所改
變」。
其間有兩個路過的球迷看到這個活動一度

情緒激動，其中一個還與這些女生發生了口
頭上的衝突，認為她們是「無理取鬧」，言
辭激烈。有不少人認為這些女孩的行為過
激，甚至有作秀的嫌疑，建議有事還是和男
朋友或丈夫好好溝通。

水泥管
道、廢棄
大巴車、

大樹……訂了
旅館的遊客，
你沒有看錯，
河南洛陽某鄉
村近日湧現了
一批別出心裁
的「另類」旅
館：一些農家重用廢物的環保理
念，就地取材打造了當地特色旅
遊景點，吸引市區眾多遊客前來
嚐鮮。
旅館負責人李波介紹，由十二

星座命名的「水泥管」旅館深得
年輕人的喜愛。旅館內徑 2.4

米，內設雙人床、空調等設施，
人均消費約百元人幣，並稱為遊
客「增添了浪漫清幽的生活情
趣」。只是記者擔憂，一旦安防
有恙，該如何面對呢？

■本報記者金月展
實習記者李藝佳 洛陽報道

水泥管潮變情人旅館水泥管潮變情人旅館
河

南

■以廢棄水泥管組成的旅館。 本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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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女滬女聯盟聯盟
「賭個球啊，房子都要沒了」、「世界

盃，還我男朋友！」、「你在狂歡，我

在孤單」12名女友或妻子近日組成「反

世界盃聯盟」，在上海市內地鐵站、公

園等地方，集體快閃「控訴」另一半因

沉迷睇波冷落了自己。其實四年一度的

世界盃至今只剩下決賽的戲碼了，女

友們，多忍一會吧。 ■《新聞晨報》

反反世世盃盃

回報養育恩 孝孫火海救外婆

七旬翁電暈巨鱷賣七旬翁電暈巨鱷賣20002000元元

決戰人工智能
2014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昨日在上海舉行，一眾扭計骰高

手接力挑戰扭計骰機械人，以人腦向電腦宣戰！最終，人類全
部敗陣。 ■中新社

■李安雲(左)和外婆都因燒傷留院。 網上圖片

■巨鱷被鄧伯一家制服在地
上。 網上圖片

■■女友們露出寫滿抗議標語的玉
女友們露出寫滿抗議標語的玉背背，，對世界盃極力控訴
對世界盃極力控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反世盃聯盟徵集途人簽名支持。網上圖片

廣東佛山市里水鎮
近日發出緊急通知，

金溪河有野生鱷魚出沒，呼籲居民
注意安全。該村一名69歲的漁民
鄧伯，日前竟在河道將這條長2.6
米重160多斤的鱷魚捕獲，並以
2,000元價格賣給順德一家酒樓老
闆，成為當地熱話。
「當時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把牠

搞死算了。」鄧伯日前一人駕着小
漁船捕魚，突然水面一個大波浪，
一條長長的「怪物」的背部出現在
水面。他把蓄電池升壓，又朝水裡的怪物電了幾下，經過兩個多小
時的搏鬥，最終電暈「怪物」。
專家從圖片判斷，捕獲的鱷魚為暹羅鱷（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真是兩百年都難遇一次。」鄧伯說家人三代捕魚為生，但從沒遇
見過鱷魚。鄧伯說，電死了才知道是鱷魚，也不清楚是不是保護動
物，就被人買走。「我這是為民除害啊！這個動物會吃人，傷了人
誰負責？」鄧伯如此說道。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