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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路邊產子 傘陣變「愛心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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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烈日苦勸假乞丐

寧夏固原人石先生因感覺腹部不舒服寧夏固原人石先生因感覺腹部不舒服，，去年前往陝西省西安三二三醫院檢查後去年前往陝西省西安三二三醫院檢查後，，

被診斷為腹腔癌等病被診斷為腹腔癌等病，，結果住院結果住院6060多天多天，，做了做了3535次放療次放療，，總花費總花費99萬多元萬多元；；出院出院

後後，，石先生經五家醫院再診斷石先生經五家醫院再診斷，，竟然只是患腹腔結核而已竟然只是患腹腔結核而已。。石先生遇上這次倒楣石先生遇上這次倒楣

的誤診經歷的誤診經歷，，不但破財不但破財，，而且身體上受到無端的放療折磨而且身體上受到無端的放療折磨。。 《《華商報華商報》》

35次放療

■■石先生前後跑了石先生前後跑了66家醫院家醫院，，病歷加病歷加
起來厚厚一疊起來厚厚一疊。。圖為他和妻子在租住圖為他和妻子在租住
賓館內整理病情資料賓館內整理病情資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熱心市民用傘熱心市民用傘
圍起一個圍起一個「「產產
房房」。」。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市民在做防詐騙考卷市民在做防詐騙考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罕見值萬元的火車票罕見值萬元的火車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福建漳州產婦鄭婷婷日前突然覺得陣痛襲來，並意識到
自己要生了，豈料走到樓下，肚子痛得要坐在路邊，似要
緊急生產，幸得五金店老闆及途人情急智生，立即用傘圍
成「愛心產房」，合力幫她在烈日下順利誕下嬰兒。

老闆聞喊聲相助
日前下午3點左右，租住在角美鎮沙阪安置房的24歲孕

婦鄭婷婷意識到自己要生了，便和丈夫張先生收拾住院的
物品。孰料，剛走到樓下店面，鄭婷婷直喊肚子痛，痛苦
地癱坐在路邊。當時，五金店老闆黃先生也聽到一陣喊叫
聲，急忙跑了出來。之後，他又跑回家拿了一把傘，幫他
們遮擋起來。「她丈夫一直要我拿剪刀把臍帶剪斷，我怕
出事，只能先幫她撐着傘，又打了120。」黃先生說。另
一位店老闆殷清華又回家裡拿了把傘撐起來，他們就這樣
一前一後圍起一個「愛心產房」。
突然，一輛警車經過，被熱心的路人大喊着，剛好路過

的民警鄭警官被攔了下來。「快來圍個圈兒。」大家撐傘
的撐傘，撐斗笠的撐斗笠，不斷地鼓勵和安慰着鄭婷婷。
最後救護車來了，醫生給嬰兒剪斷了臍帶並說，小孩有5
斤多，母子平安。

東南網

■■醫護人員將產婦送醫護人員將產婦送
上救護車上救護車。。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安徽省合肥市民杜先生近
日在家收拾藏品時，無意中
發現一張近萬元的火車票，

從北京西站開往廣州，票價竟然
近萬元。
這張火車票上面印着車次、發

車時間、座位號、從哪到哪、二
維碼等相關信息，然而票價卻讓
人咋舌：清清楚楚是 9,999.99
元。據杜先生回憶，這張火車票
一直夾在一本收藏品集合簿中，
這個集合簿是他2005年購買於
城隍廟，花了幾百元。 「買來
後沒怎麼看，就沒發現這個票。
」杜先生說，自己也是前幾
天，整理集合簿時，無意中發現
的。

從鐵路部門獲悉，從未發售過
KHH開頭的車票，而且火車票
定價也不可能這麼高。合肥鐵警
看過票後則表示，這其實是一張
試驗票，「真票，但是不能用，
就是用來測試打票機器的，上面
的東西可以人為控制。」

四川在線

40位江蘇南京市民日前
參加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考
試。他們在南京光華園社區

的會議室中，做的試卷是南京秦
淮警方創新推出的「防詐騙考試
卷」，目的是測試市民防詐騙的

智商有多高。結果，僅八成答題
者及格。
試卷問題包括收到尾號為銀行

客服號的短信提示匯款，應該怎
麼做？被選為幸運觀眾先交稅後
領獎，又該怎麼做？朋友被騙，
除了報警你還會建議他做些啥？
除了日前參加現場考試的40

名「考生」，秦淮警方還在居民
小區發放了60份試卷，回收這
100份試卷後進行了打分，發現
有7成的人都達到了60分及格
線，但大部分剛及格，算上50多
分的，有8成答題者在及格線附
近徘徊。 《揚子晚報》

《印象濟南》票品一體冊
首發式昨日在山東濟南市郵
政局舉行。此次發行的郵品

首次將郵票印在冊子上，是山東
省第一部票品一體冊。
《印象濟南》系列郵品包含

《印象濟南—名城篇》和《印
象濟南—名勝篇》票品一體冊
各一套、專題郵摺10套、紀念明
信片2套20枚。其中《印象濟
南—名城篇》用個性化紀念大
版郵票展現了老濟南的老城門、
老街巷、老商埠以及獨具濟南特
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之相映
成趣的《印象濟南—名勝篇》則

圍繞濟南「山」、「泉」、
「湖」、「城」等名勝展現濟南
的城市文化。據悉，該系列郵品
將採取限量發行的辦法，冊內所
有郵票均可全國流通。

本報記者 于永傑、
實習記者 郜男 山東報道

火辣辣的太陽將(四川省)成都地面溫度烤至40℃
以上。一名乞丐前日在成都濱江東路人行道緩慢匍
匐。一位交警耐心守候並多次準備攙他去陰涼地，
乞丐卻不肯。經20多分鐘苦口勸說，乞丐終被大
汗淋漓的交警攙扶「上岸」。據路人說，該男子
為職業乞丐經常假裝殘疾。圖為交警烈日下苦勸假
裝殘疾乞丐起身。 《華西都市報》

去年自10月9日至12月10日，三二三醫院以腹
腔惡性腫瘤讓石先生在綜合內科住院治療。

治療63天 枉花逾9萬
「當初按惡性腫瘤治療時，我住了63天院，

醫院給我做了放射治療35次，總花費9萬多元，
可我患的是腹腔結核。」患者石先生日前說。
石先生12月出院時的診斷仍為：腹腔惡性腫
瘤、胸腔積液（右側、少量）、淋巴結繼發性惡
性腫瘤和腹腔積液。出院醫囑中提到30天後入
院進行化療。「當時醫院讓我立即化療，可我身
體狀況不允許，才說好回家休息一段時間再化

療。」石先生說。

轉診五院 確診非癌症
出院後，石先生回到寧夏家中休養，可他總

覺得有疑點。於是他今年1月起先後前往五家
醫院包括西安市唐都醫院、固原市原州區人民
醫院、寧夏回族自治區第四人民醫院、固原市
中醫醫院以及西安市西京醫院檢查，卻發現自
己被診斷為腹膜結核、胸腔積液等病症，並沒
有惡性腫瘤。
隨後，石先生按腹腔結核治療至今，病情明

顯好轉，他認為三二三醫院明顯誤診了。

■■山東省首部票品一體冊山東省首部票品一體冊《《印象印象
濟南濟南》》發行發行 實習記者郜男攝實習記者郜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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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樺：台灣仍期望「習馬會」
接受英媒專訪 冀兩岸領導人APEC見面

馬團隊桃色纏身 4官下台 麥德姆4小時釀4死34傷

江宜樺表示，海峽兩岸目前仍在就
這一問題進行磋商。他並否認有

關建議是將兩岸問題國際化。
「台灣方面提出在APEC期間舉行

兩岸領導人會晤，是因為該組織就是
以各個經濟體而非國家所組成的一個
組織。而各領袖也是以經濟體領袖的
身份參加會議的。」
「如果因為一些中國大陸官員的傳

統思維而未能使『習馬會』在APEC
期間出現的話，將是一件可惜的
事。」江宜樺說，目前此事還沒有最
後下定論，因此台灣方面仍然對此抱
有希望。

「下一步是互設辦事處」
報道說，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17日

下午在北京與到訪的台灣訪問團舉行座
談，席間，台灣政治學者葛永光就「習
馬會」等議題發表看法，但俞正聲仍然
認為，APEC是國際會議的場合，擔心
會造成「兩個中國」的印象。

江宜樺指出，在發展兩岸關係上，
台灣方面一直堅持「先易後難」和
「先經後政」的原則，而隨着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
先後互訪並舉行「張王會」後，兩岸
建立了固定的協商化機制。「下一步
的工作目標將是在對方設立辦事處，
使制度化的協商更為固定。」

「服貿協議」未設時間表
而在經濟貿易協議方面，在「服貿

協議」之後，兩岸將就「貨品貿易協
議」展開談判。
江宜樺強調，雖然台方希望盡快通

過「服貿協議」，因為畢竟有關協議
在 2013年 6月簽署，至今已經一年
多，而且韓國又即將與大陸簽署自由
貿易區協定，因此台方不可能不着
急。但另一方面，在台灣目前也難以
設定一個通過「服貿協議」的時間
表，以免被人指責為「行政干預立法
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亞太經合會(APEC)首腦峰會11月在北京舉行。台

灣「行政院長」江宜樺日前在接受BBC（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專訪時

透露，台灣官方仍在試圖說服大陸，希望能在APEC期間舉行兩岸領導人

會晤。

■江宜樺（右）日前接受訪問表示，希望北京APEC會議期間能實現「習馬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馬英九團隊數位閣員近日先後陷
入桃色醜聞，令馬團隊的聲譽大挫；涉事4位官員下台的包
括「勞動部長」潘世偉、「政務委員」朱雲鵬、「行政院」
前發言人胡幼偉、「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會主委陳
希舜等。
據中通社報道，潘世偉被爆出疑似與女秘書發生不倫戀

後，昨日上午缺席「行政院」院會，同時傳出他已向「行政
院長」江宜樺口頭請辭，「行政院」當晚對外宣佈「批准辭
呈」，「勞動部長」一職將由「政務次長」郝鳳鳴暫代。
另據《聯合晚報》報道，2009年備受馬倚重的朱雲鵬出任

「政務委員」後，隨即被媒體揭發，朱在上班時間與小23歲
的鋼琴老師南部出遊，戀情曝光後，已離婚的朱雲鵬4天內
請辭。胡幼偉則被曝光與指導論文的師大研究生張蓉君戀
愛。陳希舜今年4月被傳媒披露，他多次以口罩、鴨舌帽，
變裝夜探台科大工商設計系主任王韋堯的香閨，經江宜樺二
度約見後請辭。

■「勞動部長」
潘世偉

■「政務委員」
朱雲鵬

■「行政院」前發言人
胡幼偉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
公共工程會主委陳希舜

香港文匯報訊 颱風麥德姆前日下午暴風圈脫離台
灣本島，氣象局昨日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不過
中南部地區受西南風影響仍有陣雨。這場留台短短四
小時的颱風造成寶島4死、1命危、33人傷。
據《聯合報》報道，氣象預報員姜禮鴻說，昨日各

地雨勢緩和許多，不過中南部和台東地區仍會下長時
間的陣雨，其他地區也有短暫雨，高溫上看32到34
度。
麥德姆在台東長濱登陸，並從彰化出海，只待了短

短四小時，但為台灣帶來豐沛雨量。不過，颱風也造
成死傷意外，新北市林口老翁巡視農舍，跌落化糞池
身亡；新莊一名老翁在自家修繕陽台，從三樓墜樓不
治；陳姓工人在竹市墜落大排水溝身亡；獨居在新北
市三重區的張姓婦人疑因未帶鑰匙無法進屋，又被反
鎖在頂樓陽台，冒着風雨攀爬外牆，失足墜地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 麥德姆颱風肆虐全
台，超過五千棵行道樹傾倒，台東縣池
上鄉的「金城武樹」最受矚目；台東縣
長黃健庭率專家勘查後表示，會盡力讓
這株茄冬樹再站起來，長榮航空也表示
願認捐救樹費用。
據《聯合報》報道，長榮航空「I

SEE YOU」形象廣告由藝人金城武代
言，金城武在池上天堂路上騎車，在伯朗大道這棵
茄冬樹下喝茶、觀稻浪，這幅恬淡景象讓人嚮往，
隨金城武腳步「朝聖」的遊客絡繹不絕，未料茄冬
樹也被強風吹倒，毀了池上新地標。池上鄉長林文
堂表示，「金城武樹」一年帶來超過七十萬人次遊
客，產值達七億元台幣。
園藝專家說，只要把握三天黃金期妥善救治，

「金城武樹」存活率相當高，預計三個月可以看到活
過來的樣貌，最快一年後可恢復原本枝葉茂盛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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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池上地方人台東池上地方人
士昨日幫助士昨日幫助「「金城金城
武樹武樹」」重新站起重新站起
來來。。 中央社中央社

■■「「金城武樹金城武樹」」未倒前的模樣未倒前的模樣。。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