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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指出，這次調查違規較為嚴重
者，A-Bao美村店4樣商品，有3

樣不合格，包含大腸桿菌與大腸桿菌
群超標、有不得檢出的動物用藥；拉
亞漢堡的蛋發現有3種不得檢出的動
物用藥。

不合格蛋品來自彰化及台中
台灣的衛生部門說，不合格產品除
已第一時間通知早餐店下架外，其中
漢堡肉餡原料之豬肉來源為屏東縣
「萬偉股份有限公司」，不合格蛋品
來源分別為彰化縣「全益蛋行」及台
中市「和源蛋品實業社」。
拉亞漢堡等早餐店的蛋被檢出殺菌
劑乃卡巴精、歐美德普、抗生素
Maduramicin，可能會誘發過敏，長
期大量食用恐傷肝腎，毒物科醫師希
望蛋雞戶正確用藥。林口長庚醫院毒
物科主任顏宗海指出，這3種動物用

殺菌、消除腸道寄生蟲，用於家禽
業，蛋雞及雞蛋不可以檢出，這次檢
出微量殘留，推測可能是去年蛋雞、
鵝、鴨的禽流感疫情一波波，家禽業
者擔心蛋雞生病，不小心用藥過量或
未能遵守停藥期規定，才導致違規。
顏宗海說，文獻資料顯示，這類動
物用藥，特別是乃卡巴精，可能會誘
發過敏，而且少量食用仍會激發過敏
反應，讓人誤以為自己對雞蛋過敏；
長期大量食用之下，才會妨礙肝、腎
功能。
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資料，乃
卡巴精是常用驅蟲藥物，經動物試
驗，並未發現有致癌、致畸胎及胚胎
毒性，但高劑量可能導致腎臟內沉澱
結晶，傷害腎臟。
拉亞漢堡表示，已請分店停用問題蛋
品；呷尚寶也表示，問題原料昨天已下
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馬英九昨日在台北出
席《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執行成果
展時指出，兩岸合作打擊犯罪極具成效，讓民眾感受到
兩岸關係也帶來社會治安方面的和平紅利。
2009年4月26日，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與時任台
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南京簽署上述協議。六周年之
際，台灣當局有關方面在台北火車站大廳，以「兩岸互
助，司法守護」為題展示各項合作成果。
據介紹，自1987年開放探親，兩岸人民往來交流日
益頻繁，也衍生法律糾紛及跨境犯罪問題。在20餘年

時間裡，因缺乏司法互助機制，兩岸司法程序的進行
面臨查緝難、取證難、遣返難、追訴難、審判難等障
礙。

兩岸關係帶來和平紅利
馬英九在開幕致辭時稱贊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助協議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指協議生效以來，兩岸主管
機關相互提出請求協助案件達6.7萬件，完成5.5萬件，
完成率高達81%。馬英九說，兩岸關係不祗促進雙方經
貿合作，也大幅減少台灣犯罪率，希望保持成果，讓人

民真正感覺兩岸關係帶來的和平紅利不僅是促進貿易投
資、經濟合作，也有社會和治安方面的成果。
台灣當局「法務部長」羅瑩雪當天介紹，過去6年

中，兩岸共同偵破141件跨境犯罪，逮捕嫌犯6,288
名，其中包括大型貨輪販毒案、空運販毒案，及被害
人遍及台灣南北和大陸 29個省區市的電信詐騙案
等。
當天展覽整理了6年來的珍貴資料、照片及重大紀
事，展現兩岸在「司法互助」、「警務合作」、「人
道關懷」及「業務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有「台灣第一家國
際觀光飯店」之稱的台北圓山大飯店，自創立以來最
大客房改裝工程結束，耗資約7億元新台幣。全新的
客房昨日中午正式對外公開亮相，台灣黨政高層出席
啟用典禮。
圓山大飯店早年肩負接待貴賓的重要使命，如今不但

是台北市重要地標，更是國際觀光客指名參訪的景點。
圓山大飯店1970年興建之始，由人稱「孔二小姐」

的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一手監督，當年鋪設地面用的
櫸木地板，品質與品味也是一時之選，即便在今天都
不易見到如此漂亮的櫸木地板。改裝計劃中最特別的
一件事，就是覆蓋在厚厚地毯下的櫸木地板「重新面
世，再度浮上地面」。改裝後的圓山大飯店，仍維持
了具地標意義的宮殿式建築外觀，包括正樓客房、麒
麟客房、菁英貴賓廳，共計473間客房，整體設計風
格保留了「圓山」特有的中國建築特色。
台灣「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國民黨副主席黃敏

惠、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等黨政高層都出席捧場，公
廣集團董事長邵玉銘、孫運璇基金會董事長徐立德等
來賓，同圓山飯店董事長李建榮一起按下圓型玻璃球
燈，象徵飯店發展正式邁入新里程碑。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國民黨昨日公告「第
九屆區域暨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第一階段初選提名
作業，包括「王子復仇記」的台北市第3選區在內共
10選區。另外，下周是否領表參加國民黨「總統」初
選？「立法院長」王金平昨日仍沒鬆口，只說「我都
不知道，別人怎麼比我先知道？奇怪」。黨籍案塵埃
落定後，台灣媒體報道，王金平下周將宣布參選國民
黨「總統」初選。
國民黨公告「第九屆區域暨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第一階段初選提名作業，受理領表期間從4月29日到
4月30日止，預計5月23日黨員投票及公布民調結
果，5月27日將提名名單提報中常會。
依據「立委」輔選策略委員會第5次會議決議，台
北市第3選區（中山、松山）、台北市第4選區（內
湖、南港）、新北市第6選區（板橋）、桃園市第5選
區（平鎮、龍潭）、新竹市選區、新竹縣選區、台中
市第4選區（西屯、南屯）、台東縣選區、平地原住
民及山地原住民等10個選區，列為第一階段初選提名
作業公告選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高雄地檢署
日前查獲一家「荷多益」礦泉水，抽取地下
水冒充來自中央山脈水泉的礦泉水，每月營
業額超過120萬元新台幣，初步清查該桶裝
水流向高雄、屏東企業及飯店等業者已逾2
萬間。
高雄地檢署日前接獲民眾通報，陳姓業者

宣稱自家產品「荷多益」礦泉水是取自中央
山脈水泉的礦泉水，實際上卻是用地下水來
冒充，檢方經連日跟監蒐證後，在23日將業

者帶回偵訊，3人坦承在地下工廠內違法鑿
井，以深水馬達抽取地下水，再部分混入買
來的礦泉水後以桶裝水販賣，訊後以陳姓夫
妻和兒子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攙偽假冒
罪的罪嫌重大，諭令3人交保。
被查獲的9項商品包含荷多益埔里真水、

荷多益天然水、荷多益礦泉水、荷多益竹碳
高氧水、荷多益悅白純水、歐嗨呦見樂純活
水、荷多益鹼性鈣離子水、荷多益住白見樂
活水、荷多益超純水。

馬英九：兩岸共打犯罪有效改善治安

台早餐店雞蛋含傷肝腎獸藥
抽查30家四成不合格 包括8家連鎖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再爆出食品安全問題，當局抽

查發現四成早餐店的雞蛋和肉類，都含有動物用藥殘餘。台灣

「行政院」消保處針對市售早餐即食成品與食材進行抽樣，調

查30家早餐店，其中13家早餐店不合格，有8家是連鎖店。包

括拉亞漢堡、麥味登、呷尚寶、A-Bao、鄉村漢堡、晨間廚

房、弘爺漢堡、喜得炭火燒等。

地下水充礦泉水流入市場

傳將角逐「總統」初選 王金平不表態

圓山大飯店 7億翻新亮相

■ 圓山大飯
店換新裝，全
新的客房昨日
正式對外公開
亮相，台灣黨
政高層出席啟
用典禮。

中央社

■■台灣多家早餐店的雞蛋台灣多家早餐店的雞蛋
被驗不合格被驗不合格。。 中央社中央社

近日，中國·黔陽古
城2015年「三月三」
女兒節拉開序幕。活
動期間，世界最大的
一鍋地薺菜煮雞蛋亮
相湖南黔陽古城。
據悉，這鍋世界上

最大的地薺菜煮雞蛋
由99千克地薺菜、
9,333個雞蛋共同組
成，光是用來煮蛋的
鍋直徑都達到了3.3
米。活動現場，世界紀錄協會認
證官進行認證，經檢測核實確定
此為世界最大的一鍋地薺菜煮雞
蛋。

據悉，烹飪結束後，這鍋地薺
菜煮雞蛋將免費派送給踏青賞花
的遊客和當地居民。

■記者李青霞湖南報道

遼寧西部現晚侏羅世翼龍新種

世界最大鍋地薺煮蛋亮相湖南世界最大鍋地薺煮蛋亮相湖南

■湖南黔陽古城現世界最大鍋地薺菜煮蛋。
網上圖片

■兵馬俑喜彩繪。
本報陝西傳真

■■安徽閆姓夫婦與被拐安徽閆姓夫婦與被拐2626年年
的兒子痛哭相認的兒子痛哭相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89年的一天，閆如嶺忙着在家裡燒

飯做菜，妻子潘月華在濉溪縣
城南菜市場賣乾貨，5歲的大兒子閆濤和4歲的二
兒子閆坤在菜市場玩。
「我們想去買烤紅薯。」閆濤永遠不會忘記弟

弟被抱走的那一幕，「 烤紅薯的小推車就在菜場
門口。我們到了那裡正要掏錢，一個看起來30多
歲的女人走過來，就把弟弟抱走了。」

拐後被「藏」身附近村莊
潘月華得知閆坤被抱走的消息後，立刻跑出菜

場追，卻沒見孩子的蹤影。蘭考、開封、商丘、
曲阜、南京、上海、合肥、蚌埠、碭山、蕭

縣……夫婦尋子的足跡也遍佈了大半個中國。然
而，誰也不會想到，被拐的閆坤其實就在濉溪。
他被帶到了一個距離縣城約 15公里路的農村
「藏」了起來，不讓他見外人。
「我知道我親生父母離我並不遠，因為我記得
我被抱走後是坐了幾趟班車就到了村裡。」閆坤
說，他還記得父母是做生意的，但是他們到底在
哪裡，叫什麼名字，他怎麼都想不起來。「要找
到親生父母的念頭，一直沒有斷過。」閆坤說。
弟弟閆欣自2011年已在尋親網

上發佈了尋找閆坤的消息，恰巧，
閆坤今年3月在該網尋親。結果，
雙方經過採血比對獲確認了。

中國科學家近日在遼寧西部的朝陽
市晚侏羅世土城子組中發現了喙嘴龍
類一新成員——朝陽東方頜翼龍，這
一發現填補了中國中侏羅世至早白堊
世之間翼龍化石的空白。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呂君昌研
究員團隊該項最新研究成果發表在最近
一期國際期刊《動物分類學》上。
朝陽東方頜翼龍具有以下三大特
徵：翼掌骨和肱骨長度之比值為
0.38，尺骨短於任何飛行指指節，脛骨
和股骨幾乎等長。朝
陽東方頜翼龍屬於喙
嘴龍類。牠強大尖銳
的牙齒顯示其可能以
魚類為食。朝陽東方
頜翼龍的兩翼展寬約
1.1米，是目前遼西及
其周邊地區發現最大
的喙嘴龍類翼龍。
呂君昌介紹說，新

發現的朝陽東方頜翼龍下頜吻端的構
造介於船頜翼龍和德國晚侏羅世的喙
嘴龍之間，但是更接近於喙嘴龍。支
序系統學分析也顯示，朝陽東方頜翼
龍屬於喙嘴龍類。牠強大尖銳的牙齒
顯示其可能以魚類為食。
據呂君倡介紹，朝陽東方頜翼龍目

前是遼西及其周邊地區第一件晚侏羅
世的翼龍標本，為研究遼西地區喙嘴
龍類的演化歷史提供了重要信息。

■新華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原秦俑一號
坑考古發掘領隊許衛紅近日在新書《說說
秦俑那些事》中透露，根據她在2009到
2011年領銜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時研究發
現，兵馬俑一號坑可能並非精品工程，秦
俑最愛的衣服顏色不是黑色，而是綠色。
許衛紅書中提到，修築宮殿和陵園建築

這些重要的地上建築還有寢殿，可能使用
的從蜀、荊運來的良材。而兵馬俑使用者
也是「兵士」，用材上比較粗糙。此外，
一號坑的鋪地磚大小並不絕對一致，有些
磚還是殘磚拼湊而成的，似乎難當「秦
磚」美名。
不少人都知道，秦人尚黑。許衛紅在書

中說：「俑體所着服飾，均施色，以紅、
綠、藍、紫為基本色，如綠色衣袖，基本
對應綠色裳襬，說明衣料主材是綠色。」

■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

專家稱秦俑愛穿綠衣服專家稱秦俑愛穿綠衣服

近日，重慶大坪一輛黑色的大
眾途觀越野車停在了大坪消防中
隊外的空壩上。一對中年男女從
車上下來，神情慌張，女子臉色
鐵青，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原來，20分鐘前，他們準備駕

車外出辦事時，剛發動車輛準備
出發，突然聽到車內有「嘶嘶」
聲異響。坐在副駕駛位置的妻
子，循着聲音向後排座椅望去。
「蛇、蛇……」聽到妻子的驚
叫，丈夫周先生扭頭看見一條兩

米長的菜花蛇，正橫躺在座椅
上。
周先生趕緊熄火停車，壯起膽

子，抓住了菜花蛇的尾巴，企圖把
它拉出來。但他越使力，蛇盤得越
緊。最後，他們只好向消防官兵求
助，終於成功將菜花蛇捉獲。
周先生推測，那幾天天氣突然

變冷，這條菜花蛇可能是被凍着
了，所以才趁他打開車門時，順
着後備箱鑽進車內取暖。

■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重慶驚現重慶驚現22米長蛇盤踞車內米長蛇盤踞車內

昨日，由遼寧省文化廳主辦的「傳承民族文化、築夢精神家
園」——非遺走基層系列活動在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舉行展
演，精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節目讓村民大飽眼福。圖為演員為村
民帶來海城高蹺表演。 ■新華社

非遺走基層

安徽一對夫婦年僅4歲的兒子

26年前在濉溪縣城一家菜市場被

拐走。為了尋找被拐的兒子，夫

婦倆跑遍大半個中國，陝西、河

南、山東、江蘇、安徽……都留

下他們尋子的腳步和淚水。然

而，誰想到，其實他們同住在濉

溪，兒子就在距離縣城約15公

里路的一個村莊。26年後，他們

終於重逢。見面的那一刻，母親

緊緊抱着兒子嚎啕大哭，26年的

思念、痛苦傾瀉而出。 ■安徽網

夫妻千里苦尋被拐子

2266載咫尺重逢載咫尺重逢

■■翼龍設想圖翼龍設想圖。。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