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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批李登輝否認台灣抗日史

支持者送鍾馗畫
洪秀柱：要打鬼怪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總統」參
選人洪秀柱昨天拿
出鍾馗畫像，強調
她在選舉過程中遇
到很多妖魔鬼怪，
她要戰勝。
台灣中央社報道

稱，洪秀柱昨天中
午參加「陸官 25
期抗日戰爭紀念大
會」，受訪時秀出
當天上午支持者送
的鍾馗畫像，說鍾
馗專門捉鬼，打擊
妖魔鬼怪；而她在
選舉過程中好像唐
三藏取經，一路會
遇到各種妖魔鬼怪
打擊，過程辛苦，所以支持者送上畫像，要祝她戰勝。

強調不理會閒言閒語
有國民黨民代表示，若洪秀柱9月民調再沒起色就應

該知難而退，對此洪秀柱接連反問，孫中山經過幾次革
命才成功？難道一次月考不好要叫小朋友退學，這講得
通嗎？看眼前民調不好就要知難而退，這有道理嗎？
而外界有建議要國親和，她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應該

民調PK，她強調，不能辜負國民黨全代會託付，現在只
有接受責任努力往前，其他不考慮，對外面的風風雨雨
及閒言閒語，會一笑置之。

香港文匯報訊 馬英九昨日南下左營海軍基地忠
烈將士紀念塔，主持秋祭典禮，緬懷抗戰和海軍忠
烈將士的犧牲奉獻，並主持海軍史蹟特展開幕典禮
及參訪海軍史蹟特展。馬英九表示，很多台灣人對
日抗戰，且台灣早於甲午戰爭就抗日，但有人選擇
不記得或不了解。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馬英九於主持海軍史蹟特

展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為紀念對日抗戰70周
年，政府陸續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其中有邀
請海外的助戰友人後代來台，更加彰顯對日抗戰
的意義。
針對李登輝日前稱「台灣人沒有抗日」的言論，

馬英九表示，很多台灣人對日抗戰，且台灣早於甲
午戰爭就抗日，但是，有人選擇不記得或不了解。

■馬英九昨
日南下左營
海軍基地忠
烈將士紀念
塔，主持秋
祭典禮。

中央社

■洪秀柱展示支持者送她的鍾馗畫
作。 中央社

台南爆登革熱 酒店現退房潮
開學在即 市長促校園清蚊源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去年剛開幕的台南富信
大飯店遇上這波疫情，統計加上旗下副品

牌飯店，過去兩天已被退訂、延期30間房，業
者擔心疫情持續，將重傷住房業績。

業者備捕蚊燈讓房客借用
台南大億麗緻飯店也因登革熱，取消訂房20
間、延期入住15間；台南晶英酒店延期房數約
10間，多數是四人房，團客詢問疫情電話打不
停。業者說，已備妥捕蚊燈讓房客借用。
台糖長榮酒店約有15間房取消，多數旅客表
示要延期入住。香格里拉台南遠東飯店說，旅客
詢問疫情只能據實以告，要不要到台南旅遊住
宿，由旅客決定。

南市定每周六為清潔日
此外，台南登革熱病例數突破2,500例，又適

逢開學日即將到來，台南學校正積極清理校園，

處理樹枝枯葉；賴清德要求各校上課首日，必須
全面宣導正確的登革熱防疫觀念，也讓學生將防
疫資訊帶回家。
賴清德同時要求全市全面參與登革熱防治，9

月5日起每周六律定為台南市的清潔日，各里都
應進行環境整理工作，區長也要督導，徹底根除
病媒蚊孳生源。
台灣「教育局長」陳修平說，已請學校結合
友善校園周活動，辦理登革熱防疫宣導。也請
「教育部」要求台南市公立、私立學校做校園全
面性孳清，且派員抽查。
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表示，將和市長、副市長

等市府官員，分成8組個別宣導登革熱防疫事
項。
市府消毒噴藥頻繁，不少民眾覺得困擾，紛
紛向市府反映；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主任劉
碧隆表示，藥劑成分主要是水、乙二醇、除蟲菊
精，藥劑屬水溶性，用清水就能洗乾淨。

香港文匯報訊 台南市登革熱疫情至28日傍晚共有2,574例，加上近來頻有遊

客在台南被叮感染登革熱，台南旅宿業拉警報，遊客紛紛「退訂」、「延期入

住」，幾家知名度較高的酒店，退房數逾百間。此外，明天（31日）是台灣的開

學日，因應登革熱肆虐，台南市長賴清德指示校園務必在學生上課前徹底將病媒

蚊孳生源清除乾淨，必要的話做化學防治。

防蚊商品業績暴增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登革熱疫情升溫，加上31
日小學生即將開學，許多民眾搶購驅蚊商品，
台灣樂天市場統計，自登革熱疫情傳出後，防
蚊相關商品業績已成長五成。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樂天市場觀察，自
登革熱疫情傳出後，防蚊、驅蚊、登革熱等關
鍵字搜尋量大幅成長三倍，24日傳出疫情加重
後，樂天平台上防蚊液、防蚊貼片、防蚊器等
相關商品業績已成長五成。
樂天市場電子商務顧問古謹萍指出，幼童抵
抗力弱，受感染機率較高，家長會以孩童喜歡
的卡通造型防蚊貼片或低刺激、低敏感性的茶
樹精油防蚊液為首選，例如店家小禮堂「Hello
Kitty驅蚊貼片」，持續72小時的驅蟲防護，有
不少家長囤貨，一周銷量超過400組。

此外，古謹萍
表示，因叮咬民
眾的皆為懷孕母
蚊，模仿公蚊求
偶時以利驅趕母
蚊的音頻驅蚊器
一周熱賣近 200
個。
針對開放性空

間的防蚊妙招，
除了穿着長袖衣
物外，樂天市場
針對民眾防蚊備品需求，特別在SUPER SALE
期間推出隨身精油、防蚊扣環或防蚊手環等商
品75折起出售。

■防蚊、驅蚊商品近期銷量
大增。 中央社

■台南新化公立小學全校師生日前總動員打掃校園落葉，有些小朋
友穿長褲防蚊蟲叮咬。 網上圖片

創意豆芽髮夾花是四川成都近
期最流行的賣萌神器，不僅在日
本推特排行榜排第一，英國《每
日郵報》也報道此事。福建福州
也出現了這樣的「賣萌神器」。
小豆芽，小花朵，小蘑菇……

大街上男女老少的頭頂上，都用
髮夾夾着各種各樣的小植物，這
種創意豆芽髮夾花是成都率先流
行起來的賣萌神器，逐漸衍生出
100來種五花八門的新花樣。商
家說，這些賣萌神器的來歷，一
是網絡流行的顏文字君頭上長草
的形象，小豆芽長在頭頂上十分
可愛；二是在動畫片《喜羊羊和
灰太狼》中，每當羊村村長在思
考的時候，頭頂就會長草，不僅
萌還是智慧的象徵。前來購買的

市民說：「最近很流行這個，戴
着很可愛，真的很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盼，
實習記者 宗露寧、劉亮荀

成都報道

網友應徵扮網友應徵扮「「新郎新郎」」

福建現日佔香港罪證

天津市西青區辛口鎮第六埠村，前日發現一隻小豬寶
寶竟有兩個腦袋三隻耳朵。這幾天，這頭豬崽已成為
「明星」，很多人慕名前來觀看。 ■文/圖：中新網

頭上長頭上長草草 「「豆芽花豆芽花」」內地爆紅內地爆紅

■■癌症女孩鄒霞在癌症女孩鄒霞在
醫院圓婚禮夢醫院圓婚禮夢。。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日本為
驅逐香港同
胞 ， 發 出
《歸鄉證明
書》。
記者黃瑤瑛攝

■玉雕藝人侯天罡的作品《怒吼》。
本報河南傳真

■四川成都成龍路被譯成JACKIE CHAN
ROAD。 網上圖片

福建泉州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黃清海
日前向記者展示一張特別的《歸鄉證明
書》，它其實就是一張驅逐令，從一個側
面反映了日本侵佔香港期間的罪行。

日軍燒殺搶掠 港逾廿萬死傷
這張《歸鄉證明書》是昭和十七年
（1942年）1月22日

「大日本軍民政部」發給陳希明的，書內記
載：陳希明，22歲，失業，現住所：香港東
邊街20號。籍貫：南安。返鄉地點：南安。
據悉，該《歸鄉證明書》發於日據香港
期間，香港被日軍佔領，在短短20多天
裡，日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致20多萬
人死傷。「自由港」變成令人恐怖的「死
亡之港」。日本侵略者預定目標是將香港
人口減少到100萬人，為此發出通告及所謂
的《歸鄉證明書》，限令所有一無工作、
二無居所的華人離開香港。軍政廳民政部
為此專門設立遣返局，組織了「軍政廳民
政部歸鄉指導委員會」。
黃清海說，被驅逐的僑胞，不可能在3天
之內妥善處分自己的合法商業資產，其遺留
在香港來不及帶走的資產只能被日軍掠奪，
華僑及香港同胞的經濟利益遭受嚴重的損

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

兩年前，家住重慶黔江區水市鄉
的女孩鄒霞，查出患了「黏液

性脂肪肉瘤」。1個月後，鄒霞做了手
術，病情有所好轉。然而，因後續治療沒

能跟上，鄒霞上月底病情惡化，並導致下身
癱瘓，每天需要24小時全程陪護。為了給鄒霞

治病，53歲的父母已花光了6萬多元（人民幣，下
同）積蓄，還欠下親友近30萬元債務。

「新郎」含淚 「新娘」含笑
日前中午，在黔江中心醫院門診部掛出了一條巨

大橫額：「鄒霞今天結婚啦！我們一起愛鄒霞」。鄒

霞終於圓了自己的夢。晚上8時，由義工鍾先生扮演
的「新郎」推着輪椅上的鄒霞出現在現場。兩人胸前
分別別着「新郎」、「新娘」的襟花，鄒霞身上穿的
正是她夢寐以求的白色婚紗。
在鮮花、蛋糕和香檳的見證下，在上千市民潮水
般的掌聲中，鄒霞向現場的未婚男女拋去「手花」。
隨後，在大家的祝福聲中，「新郎新娘」合影並拍下
了特殊的「婚紗照」。
10多分鐘的「婚禮」雖然簡短卻隆重。讓人感動的

是，「新郎」鍾先生一直強忍着淚水，而鄒霞卻始終笑
顏相迎。不過，就在「新人」離開現場時，面對大家潮
水般的掌聲和祝福，鄒霞再也抑制不住，淚水滂沱。

「成龍路」翻譯成英語
是什麼？巴士站牌告訴
你 ： JACKIE CHAN
ROAD！網友近日稱，四
川成都市成龍路龍華路口
站的巴士站牌上出現「神
翻譯」。
記者前往成簡快速路方

向行駛的成龍路龍華路口站巴士
站牌前求證，該站牌確將「成龍
路 」 譯 作 「JACKIE CHAN
ROAD」，該站牌背面也作此翻
譯。但是，位於馬路對面的同一
站名的巴士站牌上，卻是「正
常」的翻譯：「Cheng Long

Road」。成龍路華龍路口站至
銀杏大道成龍路口站長約10餘
公里，所有包含「成龍」字段的
14個站台名中，其他13個巴士
站牌都譯作「Cheng Long」，
只有一個站牌被譯為「JACKIE
CHAN ROAD」。 ■四川在線

成都成龍路現成都成龍路現「「神奇神奇」」英文名字英文名字

河南省鎮平縣的玉雕藝
人侯天罡歷時三年雕刻的
四件抗戰題材玉雕作品
《 怒 吼 》 、 《 戰 地 黃
花》、《國仇家恨》、
《大刀向鬼子砍去》，近
日已經接近尾聲。「獨玉
是南陽一絕，抗戰是國家
記憶。我想用精美的獨玉
展現抗戰的悲壯，引起人們的共
鳴，以此緬懷歷史，紀念抗戰勝
利70周年。」退伍軍人侯天罡
說，他希望在抗戰勝利百年之

時，自己能創作出更多抗戰題材
的作品，警醒世人勿忘國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芳芹 河南報道

退伍軍人抗戰玉雕籲勿忘國恥退伍軍人抗戰玉雕籲勿忘國恥

■民眾頭上都長
「花草」。

記者劉亮荀攝

天津「雙頭豬」

癌女喜圓婚禮夢癌女喜圓婚禮夢

「我有兩個心願：一是離世後將器官捐獻給有需要

的人；二是好想穿上漂亮的婚紗，舉辦一場浪漫的婚

禮。」重慶癌症女患者鄒霞近日將自己的不幸遭遇和

心願，發送到微信朋友圈，立即引來成千上萬網友關

注與轉發，緊急徵集「大愛新郎」，最終在報名應徵

者中，成功挑出「新郎」鍾先生，積極助她圓婚禮

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