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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葉臻瑜福建報道）中國國
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昨日在台北圓山飯店會晤福
建省委書記尤權一行。吳伯雄稱，歡迎大陸各界
人士多來台灣接觸「三中一青」（即台灣中小企
業、中下階層民眾、中南部地區及台灣青年），
大陸對台灣越了解，對國民黨在台灣內部共識的
形成便越有幫助。
吳伯雄表示，自2005年來兩岸和平發展的成果

得來不易，「絕對不能令其倒退，要讓它穩固向
前。」他還表示，國民黨的兩岸事務是受到民意
的嚴格檢驗，並將用實際的成果，向台灣人民證
明，國民黨所走的路是符合兩岸人民，特別是台
灣人民的福祉。
聽聞尤權此行由南部北上，一路了解台灣基層

民眾工作生活、傾聽基層民意，助力兩岸及閩台
多元發展，吳伯雄予以高度肯定。

尤權稱訪台「像回家一樣」
尤權說，這次訪問的主要是「走親訪友」，所到
之處無不感受到島內各界的滿滿熱情，甚至不覺得在
台灣與在福建有太大的區別，「像回家一樣」。
據了解，尤權昨日上午前往台北市文山區忠

順里，了解小區營造，與社區里長和區民們泡茶
聊天話家常，並高興地題字「兩岸一家親，閩台
手足情」。中午，尤權一行還來到位於台北長安
東路2段的金大碗牛肉麵，品嚐地道的台灣小吃。

海軍士官飲彈自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東一名海軍士官昨日清

晨在台東哨所內飲彈自盡，送醫不治。台灣防務部門發言人羅
紹和當日表示，第一時間已請海軍全力協助家屬，並派項目小
組赴台東了解原因。
這名劉姓下士，1992年出生。發生原因和後續調查正由部隊
與憲兵隊進行中。羅紹和受訪時表示，「這名士官大約在上午6
時半左右自我傷害已遂」，防務部門請海軍全力協助家屬辦理
後續事宜，並派項目小組赴台東了解事發原因。
羅紹和指出，軍方在事發第一時間以救治當事人為主，但很

遺憾傷害已造成。

■吳伯雄（左）在台北圓山飯店會見尤權一行。
中央社

設備老化 台灣酷暑大停電
議員指無預警跳閘嚴重 官企稱無法避免

何志偉指出，他調閱台電停電狀
況的資料，大台北地區平均每

天幾乎就有1925戶停電，其中8成停
電戶（每日 1545 戶）「無預警停
電」，而全台灣平均每天就有10594
戶停電。但是台電每年編列24.5億元
新台幣（約6.1億港元）的維修費
用，停電卻有增無減。何志偉批評，
經費都用到哪去了？

「總統府」享不斷電特權？
台灣民眾面臨酷暑之日無法吹冷氣

的情況，「總統府」也許無法體會，
因為那裡未有停電情況發生，台電負
責人解釋稱：「總統府」屬重點用
戶。何志偉質問，「博愛特區與總統
府」是否就能享受不斷電的特權？
何志偉說，台電雖然會負責緊急搶

修，但卻對民眾的損失不聞不問。他
指出，台電往往拿營業規則第三十八
條，「遭受天災、人禍或其他不可抗
力事項，得停止供電或限制用電」當
擋箭牌。
高嘉瑜則以自己周一在議會辦公室

打質詢稿遭遇無預警停電為例，痛批
台電停電若讓一般民眾的電器用品或
工作遭受損失，往往求償無門，台電
是否應擬定合理的賠償機制？高嘉瑜
也批評，台電賠償的機制是連續24
小時斷電才會斟酌減免電費，如此高
門檻根本不可能達到。

台電：供電品質高於法國
出席記者會的台電吳世忠科長則回

應表示，台電發電與供電的設備，經
常面臨設備老化，天然災害氣候等影
響，導致設備跳脫無預警停電，這
「無法避免，就跟人類身體一樣」。
吳世忠說，根據統計大台北地區平

均每年僅有0.25次停電，也就是四年
才一次停電，供電品質甚至高於法國
等先進地區。
歷史上，台灣曾在1999年7月，發

生過絕大多數地區（台南以北）大規
模停電的事件。原因是電鐵塔因連日
暴雨致地基土壤流失而傾，導致台南
以北地區從當天晚間開始大規模停
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隨着夏季酷暑氣溫不斷創新高，用電

增加，但碰上突如其來的停電想必惹惱許多人。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何志偉與高嘉瑜昨日表示，全島平均每天就有10594戶停電。大台

北地區今年上半年每日就有1545戶遭無預警停電。屬於官企的台灣

電力公司科長吳世忠指出，台電設備經常面臨設備老化、天然災害

氣候等影響，導致無預警停電，這「無法避免」。

高雄簡體字書店 年輕客居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
網報道，簡體字書店在民
進黨佔優勢的南台灣大受
歡迎，位於高雄市文化中
心與高雄師範大學附近的
文教區簡體書店，書店擺
設乾淨俐落、區位劃分整
齊，就連國高中生、外國
人士都喜歡來逛。該書店
店長吳培君受訪表示，喜
歡閱讀的人，是不管繁體
字、簡體字的。而且客人有年輕化趨勢。
「若水堂」高雄門市目前是高屏、台東地區
「唯一」獨家專賣簡體字書店的門市。店長吳
培君表示，該店自2002年從台中開始發展，

2004 年就已經在高雄展
業。近幾年經營越來越多
元化，上門的客人也越來
越多。喜歡閱讀的書友只
單純抱持着「愛看書」的
心態上門。
吳培君分析，大陸簡體
書籍針對翻譯外國文學、
藝術、設計類、中醫藥等
書籍，比台灣繁體書籍來
的更多、更廣。因為中國

大陸市場龐大，在翻譯人才普及與涉獵面向上
比台灣出版社更具有優勢，因此許多外國翻譯
文學、中醫藥知識、中外哲學書籍都比台灣的
繁體書籍來的豐富。

■台灣簡體書店大受歡迎。 網上圖片
2014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10日在福隆海水浴

場展開，中華職棒中信兄弟啦啦隊Passion Sisters
（熱情姐妹）也現身中國信託攤位，與民眾同樂。

中央社

熱情姐妹現身海祭

■台北市議員高嘉瑜與何志偉召開記者會，質疑台電供電不穩情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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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米的商業街
區上，如果能同時
進駐歐米茄、國
美、蘇寧、建設銀
行、星巴克等多個
商家品牌，應該能
聚集不少人氣，而四川郫縣郫縣
老成灌路附近某樓盤的商舖一條
街，就「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這條街上「進駐」了43家品
牌，其中不乏國內外知名品牌。但
是仔細觀察沿街的店招，則有些雷
人：星巴克成了「墨巴克」，屈臣
氏改為「臣屈氏」，彪馬的豹型商

標，則成了獨角獸……滿街的店招
改造，讓看上去品牌聚集的商業街
山寨味十足。
開發商稱此舉為聚集商業氣

氛。而律師事務所的梁律師認
為，開發商的這一做法顯然侵犯
了這些知名商標持有者的商標專
用權。 ■《華西都市報》

捐髓男愛心無國界
獲習主席點讚

廣場舞大媽轉型「暴走」驚呆路人

近日，位於廣州的樂峰廣場突然出現了上百隻形態各異神
態俏皮的「大熊貓」，引來不少路人圍觀合影。原來這上百
隻「大熊貓」均來自正在舉辦的「1st Panda」熊貓展。據了
解，這些大熊貓的創意造型由新銳設計師JoshYick擔綱，20
多人的創作團隊純手工打造製作，「大熊貓」身上的彩繪也
全部由手工噴塗。 ■本報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山寨街驚山寨街驚現現「「墨巴克墨巴克」」咖啡咖啡

■■萬人暴走場面十分壯觀萬人暴走場面十分壯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湖北當地媒體採訪捐獻志願者
張寶。 網上圖片

■辦公中的石國慶。 李藝佳 攝

暴走，這種運動方式在各地流行起
來。在江蘇徐州，暴走族每天的活動場
面足以驚呆任何一個路人。每晚七點
半，原本冷清的徐州雲龍湖珠山景區開
始沸騰起來。三人一排，整齊的隊伍，
着裝統一，豪邁的步伐，伴隨着廣場舞
激昂的音樂，大步向前暴走。
據了解，在雲龍湖周邊每天參與暴走
的有上萬人，他們組成方隊，從音樂廳
廣場出發，一個小時暴走7公里。很多規
模稍大的暴走團都有一套專業的配置：

隊伍前頭一人扛着大旗，上寫暴走團名
號；成員們着裝統一，步伐一致，每隔
幾十米就有一人腰間挎着小音箱，放着
昂揚的廣場舞音樂。
暴走族以中老年人居多，成員多是廣

場舞大媽轉型去的。珠山景區的一位保
安表示，大多數暴走團都是走在機動車
道上，因為沒有行人和自行車的干擾，
而機動車對他們也是敬而遠之，「每天
晚上7點半到9點鐘，這裡根本無法行
車。」在雲龍湖珠山景區，暴走族們奔

走在機動車道上，也引起
很多車主的不滿。
當地體育科學研究所所

長李越認為，暴走的學名
是健步走，是極佳的有氧
運動方式。但參與者要根
據各自的身體狀況，來確
定運動強度，否則可能反
受其害。 ■《現代快報》

習近平7月4日在韓國首爾大學
演講中說到一個感人的故

事，主人公就是安徽青年張寶，
「2008年，中國骨髓捐獻志願者張
寶與韓國患者配型成功後遭遇了車
禍，但他住院治療康復後，繼續為
這位韓國患者捐獻了骨髓。這位中
國志願者說：『人生禍福難料，人
家現在大難臨頭了，幫點忙真不算
什麼。』迄今為止，中國志願者共
進行跨國捐獻骨髓156例，其中
為韓國患者捐獻骨髓45例，遠遠
超過其他國家。這樣的生動事例
不勝枚舉，都是中韓兩國人民友
誼的真實寫照。」

張寶遇車禍 仍堅持捐髓
張寶在大學期間，他填寫了造
血幹細胞捐獻志願者申請表，成
為中華骨髓庫湖北分庫中的一

員。2008年5月，韓國骨髓庫向
中華骨髓庫求助：該國一名華裔
中年男子因患白血病，需要移植
造血幹細胞。經過對中華骨髓庫
幾十萬名志願者留下的血液樣本
初步配型，終於找到了唯一配型
成功者張寶。張寶一口答應捐獻
之事。然而，第二年3月，就在
兩人配型成功後。張寶在開車時
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了近1個
月。但他沒有因此打消捐髓的念
頭，於2010年1月完成了造血幹
細胞的採集。

再有石國慶「跨國救人」
無獨有偶，本月11日，37歲的
河南洛陽男青年石國慶將趕赴北
京，向與自己配型成功的韓國2歲
白血病患兒捐獻造血幹細胞。提到
這次「跨國捐獻」，石國慶顯得很

平靜。他說：「這也是自己的事
情，就當做一次普通的獻血，去捐
了就行。」石國慶稱，他是2006年
5月採集的造血幹細胞血樣，今年
3月，接到洛陽市紅十字會電話，
被告知自己和韓國2歲的白血病患
兒配型成功。

■■山寨咖啡館涉嫌違法山寨咖啡館涉嫌違法。。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救援人員趕來時， 洪先生正躺在大石下休
息。 網上圖片

本月9日，
墮崖受傷後荒
野求生13天的

洪先生終於獲救。
原來，6月26日，洪
先生與家人發生了
一些不愉快，一氣
之下拿着背包獨自
出門散心，「我打
算去爬泰山。」洪
先生跟着一些人從小路往上爬，小
路不到半米寬，周邊野草遍佈，一
旁就是近20米高的懸崖。「走着
走着我突然踩到野草上滑了一下，
接着就失去了知覺。」
洪先生模糊地記得，他迷迷糊

糊過了三天。醒來時感覺右腳沒
法動彈，腰部也疼痛難忍。 洪

先生說，最難忍受的不是蚊子
咬，而是螞蟻。「螞蟻咬人特別
疼，我昏睡的時候經常被咬
醒。」洪先生說，咬我的螞蟻都
不小，也差不多都被我吃了。
一名泰山景區護林員9日發現
了洪先生。「我再也控制不住，
不停地掉眼淚。」 ■齊魯網

男子泰山荒野求生男子泰山荒野求生 吃螞蟻獲救吃螞蟻獲救
山
東

據網民微博爆料，
昨日晚上9時許，山
東、河北、內蒙等地
多名網友均曬圖聲稱
天空出現不明強光物
體。網民紛紛吐槽表
示看見「UFO」，分
析稱或為導彈試射。
據日照廣播電台官方微博報

道，多名日照市民稱天空看到一
個巨大的漏斗型光束，最中心有
一個閃耀的光球，閃爍下落，大
約十幾秒後光球停在了空中。

隨後河北、內蒙等地網友也稱
發現一不明飛行物，該物體的飛
行軌跡先是由下向上，飛行時尾
部噴火，並拖有長長的火焰燃燒
後的煙霧痕跡。 ■環球網

多地發多地發現現「「UFOUFO」」 疑導彈試射疑導彈試射

來自安徽的張寶，在湖北上大學

期間申請做造血幹細胞捐獻志願

者，沒想到2008年竟和一位患白

血病的韓國男子配型成功。不料張

寶突發車禍住院，但他未放棄捐

獻。本月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

訪韓國演講中，特別對張寶「點

讚」。張寶得知後說「感覺太意

外，心裡特別激動，但我會盡快平

靜下來做好工作。主席的稱讚將激

勵我做得更出色，我還會繼續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不分國界。」

■本報記者 梁珊珊、金月展，

實習記者李藝佳 湖北、河南報道

■■疑似疑似UFOUFO物體在天空物體在天空
劃過劃過（（紅圈紅圈）。）。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百隻「熊貓」空降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