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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狗肉節爭議中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玉林報道）昨日，廣西玉
林狗肉節在爭議聲中拉開帷幕，動保人士抵制聲漸漲，加上
玉林突如其來的雷雨，狗肉節的熱鬧程度較去年有所減弱。
但狗肉市場銷售依然火爆，而當天動保人士抗議繼續進行，
玉林市民更故意牽狗至市場高價售賣，動保人士與市民的博
弈不斷熱鬧上演。
林最大的狗肉銷售市場從早上六點左右就開始售賣。記者早上8點來
玉到玉林垌口市場時，看到許多狗肉已被掛出，還有當街斬殺售賣。

市場右手邊的狗肉批發舖生意最好，十幾個人將不足兩米左右的攤位團團
圍住，四個工人同時處理狗肉仍然忙不過來，手中的刀在不停地砍肉，7
至 8 條狗擺滿了攤桌。記者在市場停留了一個小時，前來買肉的人絡繹不
絕，整個市場被圍得水洩不通。

市民轉移農村吃狗
出租車司機張先生告訴記者，今年他們都不會去江濱路大排檔吃狗肉，
「大家現在都知道了，所以都到附近農村去吃，怕愛狗人士來干擾，有點
掃興。」「其實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本來不知道狗肉節的，前幾年變火以
後他們就年年過來吃。」張先生說，他覺得愛狗人士的這些行為反而起到
了反作用，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經，讓他們更想嘗試。
記者在狗肉大排檔聚集的江濱路口看到，從中午開始，就有人在路口豎
起了「不吃狗肉請繞道」的牌子。而以往火爆的狗肉大排檔，因為政府不
允許當街吃狗及下雨等緣故，均未將餐桌擺在街道外，江濱路以往最火爆
的兩家狗肉店也乾脆將招牌拆下。據記者觀察，雖然江濱路依舊熱鬧，但
圍觀群眾多，吃狗肉的市民少，到晚上七時許只是個別大排檔稀稀拉拉的
幾桌客人，「吃狗肉的顧客確實比以前少很多」。市民黃先生告訴記者，
往年當街喝酒吃狗肉的熱鬧景象已不復存在。

愛狗人士高價買狗
自 6 月 20 日天津愛狗人士楊曉雲在玉林高價買狗後，玉林大市場就有狗
販不斷把狗運過來企圖高價售賣，狗販更稱其為「老闆娘」。記者當日在
大市場看到，原本狹窄的路口被擠得水洩不通，兩個狗販被市民包圍起
來。其中一名女狗販牽着一條狗，時不時用繩索緊勒狗脖子做出欲屠宰的
樣子，以吸引愛狗人士前來。「怎麼還不過來，老闆娘不會沒錢了吧，昨
天還看到有五萬呢！」旁邊的市民也在起哄。隨後，不斷有狗販將狗運至
此，一名狗販對記者說，一條狗賣 3,000 元（人民幣，下同）。「有人肯
買就有這個價。」隨後該狗販也將狗放至路邊等着愛狗人士前來。
在記者採訪過程中，當地市民紛紛舉起手中的手機對記者拍照，「玉林
人現在都流行把狗肉節拍到的人在朋友圈晒出來，他們可能以為你是『狗
粉』。」一位路過的市民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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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赴玉林參與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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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玉林報
道）記者在今年的玉林救狗隊伍中，見到了
從香港過來的兩位大學生。19 歲的 Suki 告訴
記者，她們均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專業
大一的學生，20 日晚上過關後，從深圳坐了
10 小時大巴到玉林，沒有休息就與動保人士
一起去抗議救狗。Suki 說，她們在朋友圈發

佈了倡議，說要一起來玉林，結果響應的只
有她們兩個。「我家裡從小就養狗，媽媽在
香港西貢還專門租了一個地養了 20 多隻流浪
狗，所以在我看來，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吃狗肉是難以想像的。」Suki 說，因為從小
的教育與影響，自己很愛護狗也不吃肉。
「我們看到了屠宰狗的過程，很血腥，覺得
特別殘忍，要是我媽媽在，她肯定支撐不
住。」她說，回去後她們將把在玉林的經歷
剪成紀錄片，去影響身邊的人。Suki 告訴記
者，這次過來，她帶了媽媽給的 2,000元交給
天津愛狗人士楊曉雲，「這次時間短，我們
也沒能做什麼，明年會號召更多的人一起過
來進行抗議。」Suki 說，她以後想從事動物
保護方面的工作。

粵毒品案年增近 2 成 農民犯罪比例升

■廣東緝毒部門繳獲大量毒品。

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國際禁毒
日來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端午假期發佈 5 宗毒
品犯罪典型案例，並揭示，近八年來，廣東毒品犯罪
案件平均每年以 18.5%的速度增長，且長期居內地前
列。與此同時，數據顯示，農民正在成為毒品犯罪的

新主體。
據統計，2007 年至 2014 年，廣東全省法院新收一
審毒品犯罪案件 90,095 件 110,925 人，年均增長率分
別為 18.25%和 17.10%，佔同期一審刑事案件收案總
件數、人數的 13.48%和 11.15%，毒品犯罪案件在全
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2014年，廣東全省法
院新收一審毒品犯罪案件19,462件23,492人，同比分
別增長 28.52%和 29.07%，毒品案件佔刑事案件的比
例也從 2007 年的 8.68%上升至 2014 年的 18.5%。今
年 1 至 5 月，全省法院新收一審毒品犯罪案件 11,004
件13,050人，同比分別增長42.45%和37.6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農民和
未成年人人數呈上升趨勢。如廣州法院近三年受理的毒
品犯罪案中，農民身份的佔罪犯總數的 39.46%，其中
蘿崗、從化、黃埔三地法院農民比例更高達 85.5%、
50%、49.3%。而未成年人毒品罪犯人數也從2007年的

「鯨魚」今日料於粵二次登陸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何玫、安莉及中新社報
道）今年第 8 號颱風「鯨魚」於昨日 18 時 50 分前後在
海南省萬寧市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
10 級。據了解，這是今年以來首個在中國登陸的颱
風。中央氣象台預計，「鯨魚」昨夜在海南登陸後將
穿過海南島東北部進入瓊州海峽，並於今日早晨到上
午在廣東徐聞到湛江一帶沿海再次登陸，登陸時強度
為熱帶風暴級（8至9級）。

海口中小學停課一天
中央氣象台昨日 18 時發佈颱風黃色預警，「鯨魚」
的兩次登陸，將為華南地區帶來較大風雨影響。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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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新華社
受「鯨魚」影響，海口美蘭機場與三亞鳳凰國際機
場分別採取應急措施，目前航班運行正常。瓊州海峽
所有客滾船於昨日 10 時起停航；海口全市中小學今日
停課一天。

176人上漲至2014年的563人，上升了2.2倍。

毒品案件趨向大宗化
隨着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網絡毒品案件大
增。從製毒、販毒，甚至吸毒，互聯網的滲透日益深
入。同時，一些涉毒分子往往使用即時通訊工具，通
過語音、圖片、視頻形式進行交流，私密性越來越
高，發現、監控、取證的難度越來越大，加之跨區域
犯罪落地難等因素，打擊難度進一步增加。
廣東高院調查發現，2013 年開始利用連接海南島與
大陸的粵海輪渡通道進行販毒案件大幅增長。由於瓊
州海峽兩岸毒品銷售存在較大差價，巨大利潤空間吸
引犯罪分子鋌而走險，利用過海小汽車藏毒運毒、長
途大巴「人貨分離」式藏毒運毒。運輸毒品數量呈大
宗化，毒品重量超 1 公斤的個案佔 40%，有的個案毒
品數量達40多公斤。

廣電節目禁設「嘉賓主持」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昨日表
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日前下發通知，進一步
加強廣播電視主持人和嘉賓使用管理，規定廣播電
視節目不得設置「嘉賓主持」等。通知將於下月初
起正式執行。
據新華網報道，通知要求，嚴格執行主持人上崗
管理規定。新聞、評論和訪談類節目不得設置或變
相設置輔助性主持崗位；廣播電視節目要明確主持
人和嘉賓的分工，主持人應承擔節目的串聯、引
導、把控等功能，不得設置「嘉賓主持」，嘉賓不
能行使主持人職能。通知還要求加強主持人職務行
為信息管理，加強主持人和嘉賓教育培訓等。

動保人士稱終會取締狗肉節

動保人士抗議不斷 市場銷售依然火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玉林
報道）與去年一樣，動保人士早在 6 月
初就開始在玉林主要市場進行抗議宣
傳。昨日早上 7 時許，廣元博愛動物保
護中心法人代表杜玉鳳就帶着幾名志願
者前往垌口市場進行宣傳。杜玉鳳告訴
記者，他們去宣傳時與市民發生衝突，
橫幅被撕破，宣傳單被搶。「我下午還
要去南橋市場抗議。」杜玉鳳在給記者
展示她新做的橫幅時說。早上 9 時許，
另一動物保護組織在玉林市政府門前宣
傳也引發衝突，根據動保人士提供給記
者的視頻可以看到，十幾人過來把橫幅
標語搶走並對愛狗人士進行驅趕。
對於動保人士與不明來歷的人的衝突
似乎年年在繼續，與浙江金華狗肉節不
同，動保人士在玉林的行為引起了一部
分市民的反彈。「有反彈是好事，說明
他們也在感受到壓力與危機，說明我們
的抵制是有作用的。」杜玉鳳說，她
2011 年前來玉林希望帶頭取締狗肉節，
但發現玉林並沒有浙江金華那麼容易。
雖然如此，杜玉鳳對於取締狗肉節仍然
信心滿滿，「我肯定還會繼續來，我看
到越來越多人加入動物保護行列，這就
是成果，我相信玉林狗肉節一定會被取
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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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快訊

東莞日企管道破裂十餘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
位於廣東東莞石
龍鎮的日資企業
柯尼卡美能達商
用科技（東莞）
有限公司一廠
房，昨日早晨 7
時 40 分左右疑因
■日企廠房事故現場。 中新社
氣體管道破裂發
生安全事故，造成11人不同程度受傷。
據中新社報道，石龍鎮政府通報稱，位於石龍黃洲
新城區的柯尼卡美能達商用科技（東莞）有限公司廠
區，昨日上午7時38分發生安全事故，初步懷疑在廠
區A棟與B棟之間通道的潔淨室氣體管道破裂產生氣
流衝擊，致使廠區A棟B棟廠房的玻璃大面積爆裂，
事故造成約 11 名工人受傷，其中 10 人為皮外傷，1
人左側第十二根肋骨骨折，無生命危險。

武夷山對外徵朱子文化書籍
香港文匯報訊 在近日舉行的第七屆海峽論壇．
海峽兩岸朱子齊家思想與當代家庭建設學術研討會
上，福建省武夷山市正式啟動向海內外朱子文化專
家學者、朱子後裔、收藏愛好者、文博工作者等，
徵集朱子文化書籍工作，將武夷山打造朱子文化品
牌工作推向更深更廣更實領域。
據新華社報道，為打造朱子文化品牌，傳承書院
文化，武夷山市擬在「朱子理學搖籃」五夫鎮修復
興賢書院，重建屏山書院，並建設紫陽書府，收藏
和展示與朱熹和朱子文化有關書籍、著作。此次徵
集活動從6月18日至10月18日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