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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杉杉在四
川大學華西第
二醫院確診為
急性淋巴細胞
白血病，病情
嚴重。據醫院
醫生介紹，她
需要做 3 年化
療，治癒率僅
40%-50%。儘
管病情並不樂
觀，但快樂的

小姑娘杉杉依然堅持每天畫畫，用暖暖的色
彩裝扮枯燥的病房，給自己和其他白血病兒
童加油打氣。
「今年8月份，她開始反覆發燒，住進了
醫院。」杉杉的媽媽王娟說，她一直都記得
女兒當時發病的情景，發病前，他們一家三
口還在成都歡樂谷玩得很開心，沒過多久，

健康的杉杉就進了醫院。

病房裡的小畫家
杉杉是個很文靜的小姑娘。她精神狀態好

的時候，就會坐在病床上畫畫，有時一畫就
是一個小時。病房裡其他的孩子和家長都會
來看她畫畫。有人給她取了一個很貼切的外
號：「病房小畫家」。
杉杉說她喜歡畫畫，因為喜歡鮮艷的顏

色，她最喜歡的是粉紅色。從到成都住進醫
院，她已經畫了幾十幅完整的作品。這些畫
有些被掛在病房裝點房間，有些送給了她喜
歡的護士和醫生。在她的影響下，病房裡不
少其他小朋友也開始喜歡上畫畫，枯燥的病
房生活因此變得有趣。
在她的畫中，最常出現的就是白雲和太

陽。「她在病房裡不喜歡耍遊戲，還是喜歡
畫畫。」杉杉曾畫過一個祈禱的小女孩，她
說那是自畫像，她祈禱和她一樣的白血病小
朋友都能康復。 ■《四川新聞網》

深圳女孩小冰（化名）自幼患有「先天性
鰓弓綜合症」，天生左耳殘缺，左顴弓缺如
塌陷。只因擁有「歪臉無耳」的不尋常容
貌，小冰的生活充滿了自卑和無助。
小冰今年20歲，她最大的心願是當一個

容貌普通的正常人。因為生來與眾不同，小
冰自小不受重視，幼時險些被父親遺棄。因
不堪學校同學的各種嘲笑，中學畢業後就輟
學，然而進入社會後，容貌仍是巨大的阻
礙，小冰說：「我小心翼翼地對待每一個人
每一件事，可他們就是拿我當怪物。」

深圳某美容醫院在得知小冰的心願後，表示願意免除30餘萬手術
費用為小冰進行公益救助。從2月到11月，小冰先後接受了五期階
段性治療，共計數十場大小手術。手術治療不僅將小冰的「歪臉」
扶正，還進行了皮膚擴張術及耳廓再造。手術後，小冰臉型優美、
五官精緻，且擁有了自信的笑容，「我現在每天都要照很多次鏡
子，以確定這張漂亮的臉是自己的」。

■記者郭若溪、實習記者 廖雪葳 報道

把自己的心願掛在許願樹上，統統讓男
生們來實現，因為「女生月」來臨了。每
年的11月份都是信陽師範學院女生們最
期盼的月份，「本月女生最大」，男生們
要在「女生月」裡努力製造各種驚喜和
浪漫，盡情表達對女生的尊重和關愛，打
水、買飯、送禮物等一個都不能少。
「這是我們學校的一個有趣的傳統節

日，最主要的是，同學之間通過各種活動
聯絡感情，增進友誼。」該校一名大三女
生告訴記者。
據了解，該校這個獨特而有趣的校園文

化節日——「女生月」，自1999年以來已經舉辦了16屆。活動初
期，會有學校女生部負責人在校內徵集女生的心願，然後以心願卡
的形式貼在許願板上，而這些卡片會有願意實現她們夢想的男生摘
走。在「女生月」期間，男生還要為女生提供各種的義務服務，協
助女生打掃衛生、購物等隨處可見。 ■記者 高攀 報道

高校高校「「女生月女生月」」「「女王女王」」心願男生完成心願男生完成湘98度溫泉可煮熟雞蛋

6歲女罹白血病 每日畫畫裝扮病房

昨日，388人同時參與在上海浦東一酒店舉行的
「最多人在床上用早餐」活動，並創造了新的健
力士世界紀錄。 孔雯瓊 攝

滬創「最多人床上用早餐」健力士紀錄

2014年中國郴州國際（溫泉）休閒旅遊文化節日前在湖南郴州汝城開幕，

世界溫泉及氣候養生聯合會副主席喬瓦尼向汝城縣贈送匾額，盛讚「汝城98

度溫泉是世界罕見的氡元素豐富的溫泉」。而主辦單位稱，當地98度高溫溫

泉可直接煮熟雞蛋。 ■記者 劉恩琛報道

獲世溫會贈匾
開幕式各項活動特色突出、精彩紛呈。嶺

秀瑤族、熱水畲族山歌表演，是根據瑤
族、畲族群眾日常生活和勞動情景自編自導
自演的原生態山歌，充分展示汝城獨特的少
數民族文化。熱水、土橋香火龍展演，讓四
方來賓一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汝城
香火龍的風采。「靈泉養生、田園論道」高
峰論壇上，喬瓦尼以及國內養生名家、溫泉
領域專家等舉行溫泉與休閒旅遊講座，揭秘
「靈泉」養生之道。

嘉賓紛紛投蛋煮
記者在開幕式現場看到，參會嘉賓紛紛將雞

蛋、鴿子蛋等食物用網兜包住直接投入高溫泉
水中，十來分鐘後，剝開蛋殼，果然已熟。
郴州溫泉具有悠久的開採利用歷史和深遠

的文化內涵。早在唐乾元二年，汝城熱水河
之「靈泉聖水」就已載入國家地理志，龍女
溫泉更是《牧羊歌》、《柳毅傳書》等故事
發源地。目前，該市已發現地下熱泉35處
（溫泉出露點102個），佔湖南省已發現溫泉
點總數（88處）的39.77%，概算潛在地熱水
資源總量在20萬立方米以上，日可採總量為8
萬立方米以上。華南地區溫度最高的汝城熱
水溫泉、「天下第一湯」炎帝溫泉等均位於
郴州境內。

近日，河南鄭州地鐵一號線國
際會展中心站出口，出現造型為
鋼琴鍵盤的台階，踩在上面有燈
光閃爍並伴有悅耳的鋼琴音色發
出。
「琴鍵」台階引得路人紛紛上
下體驗，聽到自己的腳下發出悅
耳的音樂時，他們都露出了開心
的笑容。據現場工作人員介紹，

台階主要使用了光感裝置，在兩端側壁上的小孔中有光感器，一旦
有物體落在台階上，光感器受感便觸發台階中的燈光和樂器。

■實習記者 靳中興 報道

鄭州現琴鍵台階鄭州現琴鍵台階 踩踏發樂聲踩踏發樂聲

「「歪臉女歪臉女」」手術扶臉手術扶臉 完美蝶變完美蝶變

■■嘉賓在用溫泉煮雞蛋嘉賓在用溫泉煮雞蛋。。本報湖南傳真本報湖南傳真

■小杉杉展示她畫的畫。
網上圖片

■小冰治療完成後恢
復自信。 郭若溪攝

■小朋友跳躍在「音鍵」之
上。 靳中興 攝

■「女生月」宣傳展
板。 本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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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本港
再有大型內企擬計劃港交所上市，據外
電引知情人士稱，中國保險商安邦保險
集團計劃公開募股20億美元(約155億
港元)，最早2015年啟動IPO。知情人
士續指，香港是其中一個考慮地點，但
有關上市計劃正處於初步階段，消息尚
未公開，仍是未知之數。
據安邦保險官網顯示，公司成立於

2004年，總部設在北京。提供保險和
資產管理服務，總資產規模達7000億
元人民幣。該公司在中國各地擁有
3,000多個網點、2,000多萬客戶。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司信息數據顯
示，安邦保險的股東包括國有企業上汽
集團。

上月曾全購歐洲保險公司
近期安邦保險亦頻頻四處收購，集團

在上月曾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及比利
時FIDEA保險公司，更成為公司第一
宗以100%股權收購歐洲保險的交易。
另外，市場消息透露，經營日本旅行
團為主的東瀛遊將於今日進行路演，下
周二(18日)招股，並計劃在月底28日掛
牌，集資約2億港元，保薦人為申銀萬
國。相關旅遊股在昨日亦見造好，專業
旅運(1235)升約11%，全日收1.12元；
香港中旅(0308)升約8%%，昨收報2.72
元。

萬科前高管投房多多助上市
盛傳內房龍頭大連萬達在年尾來港上

市，其他內房亦有舉動。萬科(2202)高
級副總裁肖莉正式宣布辭職，並將加盟
互聯網公司房多多成為合夥人，協助其
上市計劃。

至於今日掛牌的本港中式酒樓集團富臨(1443)昨
宣布，股份以接近上限1.55元定價，招股價區間
介乎1.26元至1.66元。集資淨額4.5億元。每手
2,000股的中簽率為50.06%，申請25手才穩獲一
手。公開發售錄得超額認購約42.5倍，凍資23.47
億元。在啟動回撥機制後，公開發售部分股數增
至30%，公開發售的發售股份最終增至9,750萬股
發售股份。國際配售獲超額認購。

富臨暗盤每手最多蝕140元
富臨昨日暗盤表現失色，不計手續費，每手最

多蝕140元。據輝立交易場及耀才新股交易中心
顯示，每手2000股，分別蝕120元及140元。富
臨在耀才暗盤價收報1.48元，較招股價1.55元跌
4.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馬琳）「股王」騰訊（0700）昨日
公布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及前三季業績，其中第三季錄得
股東應佔盈利56.5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6%，而此前
券商普遍預期增幅至少達5成。增幅每股基本盈利0.612元。首三季
錄得股東應佔盈利179.50億元，同比增長55%，每股基本盈利1.948
元。不派息。由於業績遜於預期，截至昨晚十一點，該股在美國的
ADR報價受壓，報124.39港元，較港收市價跌4.81港元或3.72%。

騰訊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總裁
劉熾平等高管昨日舉行業績電話會

議。多位高管均談到「應用寶」的發展
前景，指其可滿足客戶在社交娛樂上的
多種需求，推出後刺激了用戶下載量大
幅增長，今年以來其市場份額不斷上
升，相信未來將為集團帶來更多盈利機
會。不過，業績報告未有披露涉及「應
用寶」的具體數據。

料手遊業務增長潛力巨
對於遊戲產業，集團高管稱會繼續投
入大量資金研發，將於不同遊戲類別推
出新產品，尤其是移動遊戲，由於內地
手機用戶增長迅猛，未來仍然具有巨大
的增長潛力。又重申，截至目前並未發
現遊戲業務與微信平台推出的服務「互
相蠶食」，因為不同用戶群的需求是不
同的，並不存在衝突之處。
據業績報告披露，今年第三季的增值服
務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8%，至160.47億

元。網絡遊戲收入增長34%，至113.24億
元，主要反映了電腦遊戲收入的增長，受
惠於主要遊戲的增長和近期推出的遊戲，
以及國際市場貢獻的增長。QQ手機版與
微信上智能手機遊戲的收入亦見增加，原
因是用戶群的增長及完整季度收入的貢
獻。社交網絡收入增長47%至47.23億
元，主要原因是集團在QQ會員、超級會
員及QQ空間訂購服務方面，加強了手機
特權及提升了手機用戶體驗。
第三季的網絡廣告業務的收入亦同比

增長76%，至24.40億元。原因是期內視
頻廣告收入增長，反映觀看者增加，以
及來自《中國好聲音》和國際足聯世界
杯的非經常性影響；另外，社交網絡效
果廣告收入也有增長，主要受QQ空間
手機版收入增長所帶動。

戰略轉向 電商收入降81%
不過，電子商務的表現不盡人意。報

告披露，第三季電子商務交易業務的收

入同比下降81%至4.59億元。該項減少
主要反映了集團與京東進行戰略交易後
將流量轉向京東，以及「易迅」業務從
自營轉變為交易平台，導致電子商務自
營業務交易收入大幅下滑。
QQ和微信用戶量均保持強勁增速，報

告披露，第三季QQ的智能終端月活躍賬
戶於季末同比增長36%至5.42億。QQ手
機版亦受惠於「附近的群」功能的受歡迎
程度上升、及手機QQ錢包的用戶群增
加。就QQ空間而言，智能終端月活躍賬
戶於季末同比增長26%至5.06億。微信及
WeChat的合併月活躍賬戶亦同比增長

39%至4.68億。QQ手機版與微信上智能
手機遊戲產生的總收入約為26億元，同
比強勁增長但環比下降，環比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由於新版本的延遲發佈所致。

推微信app實現好友免費通話
另外，騰訊涉足運營商核心的通話業

務，公司昨日推出了微信電話本應用
(app)，可以實現微信好友之間的直接免費
通話。用戶如要使用微信電話本免費通
話，需要在微信電話本內登錄微信賬號，
並綁定本人手機號，開通後找到已開通此
功能的聯繫人便可免費撥打網絡電話。

騰訊季績遜預期 ADR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渣打(2888)早前宣佈於
明年將削減全球80至100間分行，集團行政總裁冼博德
昨在集團財富管理中心開幕後表示，未有計劃削減香港
地區的分行，他又指，削減分行而節省的成本能為集團
增加更多資金作投資，同時又會繼續聘請員工。
他指，集團資本穩健，因此未有集資計劃，未來會帶

領集團回復至盈利增長及可持續性增長，但未有回應會
否因業績差的辭職。冼博德強調會做好監管措施以配合
當局監管要求。
而本港居民下周起獲取消每日兌換兩萬元人民幣上

限，他認為會加快人民幣流通及增加人民幣使用量，不
論對本港資產管理市場的發展，或是渣打集團業界均有

正面影響。他指，集團資產管理業務持續增長，該業務
由年初至今已錄雙位數增長，未來繼續投資私人銀行及
資產管理業務。

歡迎取消人幣兌換限制
而集團大中華區行政總裁洪丕正指，十分歡迎取消人

民幣兌換限制，相信取消該措施可提升「滬港通」投資
者的靈活性及資金的流動性，也能吸引更多海外投資
者，同時也方便客戶作私人借貸及人民幣孖展，以壯大
香港作為國際市場地位。
他又指，因取消人民幣兌換限制，未來人民幣結構性

存款會增加，同時離岸借貸需求亦會有所上升，同時會
活化本地人民幣基金、保險、A股買賣或結構性存款等
投資產品。而在「滬港通」的推動下，股票融資及個人
貸款的需求亦會加大。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左七）和渣打行政總裁冼博德
（左八）出席渣打財富管理中心剪綵儀式。 黃萃華攝

渣打全球削減分行 香港免疫

■■騰訊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騰訊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中中))、、總裁劉熾平總裁劉熾平((左左))等高管談到等高管談到「「應用寶應用寶」」的發的發
展前景展前景，，相信未來將為集團帶來更多盈利機會相信未來將為集團帶來更多盈利機會。。右為財務總裁羅碩瀚右為財務總裁羅碩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