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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上將劉亞樓舊居遭強拆
哈市將對 7 處被人為破壞文物原址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 黑龍江省哈爾

■劉亞樓舊居遭強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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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市當地媒體披露，今年 6 月 25

■《東京審判親歷記》英文版版權輸出簽
約儀式。後排右一為梅小璈。

日，哈爾濱市雙城區在實施棚改
項目的過程中，包括開國上將劉
亞樓舊居、東北民主聯軍獨立團
團部舊址、陳家銀舖舊址等 7 處
文物被人為破壞。該市官方認定
事件是「一起涉嫌破壞文物、故
意損毀公私財物等問題的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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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哈爾濱市雙城區政府昨日

軍獨立團炊事班舊址、東北民主聯軍獨立團通信班舊
址、陳家銀舖舊址。

下午 17 時通報了該 7 處文物被

掛保護牌仍遭強拆

毀事件的最新處理進展，根據國

據介紹，2007 年，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
中，初步確定了雙城區包含此 7 處建築在內的 140 處
文物。2010年，黑龍江省「三普」文物鑒定專家確定
此 7 處建築為不可移動文物。截至目前，此 7 處不可
移動文物尚未定級。2015 年 12 月，相關部門開始對
其進行掛牌保護。
據了解，此棚戶區改造工程項目是區政府組織實施的
重點棚戶區改造項目，7處不可移動文物的位置雖位於
此次棚改範圍之中，但據《哈爾濱市雙城區人民政府關
於雙城區東北隅一期棚改區改造工程項目房屋徵收的決
定》中已明確標示文物保護建築禁止拆除。且房屋的拆

家文物局意見，當地官方將對該
7 處被人為破壞的不可移動文物
實施原址重建。

綜合中新社、人民網及中國政庫報道，據哈爾濱
市雙城區文管所所長姜勇介紹，此次被損毀的7

處文物分別為開國上將劉亞樓舊居、東北民主聯軍前
線指揮所衛生所舊址、東北民主聯軍前線指揮所警衛
連舊址、東北民主聯軍獨立團團部舊址、東北民主聯

甘肅航展墜機 洋機師遇難

涉事疑犯已被刑拘
哈爾濱官方認定該事件是「一起涉嫌破壞文物、故
意損毀公私財物等問題的刑事案件」，在隨後披露的
細節中曝出，涉事當事人稱「受人指使」。目前，當
地已對人為破壞不可移動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刑
拘，並嚴肅追究有關部門及相關人員的行政責任。
此外，據哈爾濱市雙城區官方昨日最新的通報顯
示，已收到中國國家文物局意見，雙城區官方決定，
對遭損壞的文物積極採取補救措施，依法履行相應的
報批手續，聘請國家和省市文博專家編制重建方案和
規劃設計，實施原址重建。

70 餘噸毒廢物滯河南兩月

援人員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實施救援，目前大
會現場秩序平穩。
央視昨日報道，飛行家（瀋陽）航空俱樂部
有限公司去年 4 月在瀋陽成立，選擇法庫財湖
機場作為運行基地，擁有 4 架當今世界上最先
進、安全性最高的無限制特技飛機XA42，4架
XA42飛機組成的表演隊在全世界也屬首例。
按通航飛行表演的國際慣例，具體表演指揮
由外籍飛行指揮員 Richard 指揮。當天飛行表
演的氣象等保障條件符合要求，該飛行表演是
按規定表演項目和程序，在規定空域範圍內的
正常特技飛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洛陽報道）兩車 70 餘噸廢氯化
汞觸媒本應從內蒙古運往貴州，卻被非法轉運、部分非法傾
倒在河南被當場查扣，滯留達兩個月之久。河南省企業社會
責任促進中心作為原告向洛陽中院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
訟，將涉事企業及個人告上法庭。日前洛陽中院召開新聞發
佈會，通報了該環境污染責任糾紛一案相關情況。
據洛陽中院通報表示，目前，危險廢物依法安全轉移出河
南。通報稱：「低汞觸媒作為一種易中毒的危險廢物，對存
放周邊環境具有明顯的潛在危害性，其中有害物質汞遇高溫
易揮發，遇水容易引起土壤滲透，一旦發生危險、環境遭受
破壞就難以恢復原狀，同時可能對人體造成一定的危害，所
以有必要在環境侵害尚未實際發生時就運用司法手段加以排
除，從而阻止環境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失或危害。」

由蘇格蘭赴新疆尋「戰友」

■萊昂納德與
「戈壁」一起
跑向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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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漢再續人狗情

英國男子迪翁．萊昂納德在戈壁馬拉松賽時結識一隻始終陪跑的小狗，原定

賽後將取名「戈壁」的小狗帶回家，小狗卻在早前走失。萊昂納德為此從英國
到新疆尋狗，24 日他公佈好消息：今晚（8 月 24 日）找到「戈壁」了， 是在
新疆烏魯木齊找到的。面對失而復得的小狗，萊昂納德大喜過望。「牠頭上有
遭遇攻擊的痕跡，但是除此以外牠和我記憶中最後一次見到時的樣子沒有差
別。」41 歲的萊昂納德說。

萊昂納德任職於蘇格蘭一家威士忌酒廠。今
年 6 月他在新疆參加 250 公里馬拉松的時

候，遇上了這隻小狗。

結緣：賽場上一見如故
比賽一共持續了7天。「我和『戈壁』是第二天
的時候遇上的。」萊昂納德說，「我在起點準備出
發的時候，發現牠在那裡抬起小腦袋看着我。」
當天的行程大約37 公里。最初萊昂納德並不認
為「戈壁」能夠和他一起跑，或者即使跑了也堅
持不下來，因為小狗太小了，而當地的溫度最高
能達到52攝氏度。

丟失：感覺「心都要碎了」
「沒想到那麼小的狗有一顆強大的心臟，牠可
以跑一整天也不停下來。」他回憶說。他們晚上
擠在萊昂納德的帳篷裏一起過夜。「我餵牠食
物，給牠水喝，我們一直沒有分開。」
那幾天中，萊昂納德說他和「戈壁」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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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不可摧的」聯繫。為了讓小狗能夠跟上，他
放棄了名次。「既然牠選擇了讓我來照顧和保護
牠，我就不能丟下牠不管。」他說。
比賽結束後，他打算把「戈壁」帶回愛丁堡。
由於需要辦理一系列手續，他暫時把小狗寄養在
一個中國的朋友家，沒想到「戈壁」從院子裡跑
了出去不見了。萊昂納德 15 日接到電話得知小狗
丟了的時候，感覺「心都要碎了」。

重逢：人與狗非常開心
他在中國的朋友盡一切所能尋找「戈壁」。他們
印刷了帶有小狗照片和義工魯新聯繫方式的海報和
傳單，並懸賞一萬元人民幣。萊昂納德 21 日抵達
烏魯木齊。他加入了街頭搜索的行列，還接受了不
少媒體的採訪以求喚起人們對此事的關注。
魯新 24 日晚上收到一個消息，一對父子在家附
近找到一隻小狗，跟海報上的很相似。「我問迪
翁他要不要去，他猶豫了。過去幾天他已經失望
過好幾次了，都有點兒害怕了。」魯新說，「但

百歲人瑞喜獲護照 將赴國外旅遊
江蘇無錫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部門近日為該市101歲的劉成心成
功辦理了護照和港澳通行證，並將
辦好的證件交到了百歲老人手中。
至此，劉成心成為了無錫目前最年
長的出入境證件申請人，打破了無
錫多年以來由一位 94 歲老人保持
的紀錄。劉成心說：「世界那麼
大，必須去看看。」
劉成心生育了 10 個子女，最小
的女兒今年也已經 54 歲了，家庭
人丁興旺，重孫輩的都上學了，
算一算家庭的人口都已經有 50 多
個人了，真正是兒孫滿堂。

■新華社

劉成心
的兒子韓
先生說，
這幾日已
經在規劃
母親的出
行線路。
「九月初
我 們 先 去 ■劉成心手舉護照和港
一 趟 北 澳通行證。 網上圖片
京，然後帶着母親坐飛機去武
漢，再讓母親坐郵輪去一趟日
韓，還有我國的港澳地區。」
■揚子晚報網

■萊昂納德與「戈壁」
團聚。
網上圖片
是幸好他最後去了。」
「牠幾乎一看到我就認出來了，表現得特別開
心。」萊昂納德說，他自己同樣非常開心。
萊昂納德沒有孩子，他的妻子對於他來中國尋
找「戈壁 」非常支持 。「 她很期待見到 『戈
壁』，歡迎牠到我們蘇格蘭的家裡去。」

武漢商人建首家飛機餐廳
位於湖北武漢光谷的飛機餐廳
日前完成整體裝修。不同於以往
飛機主題餐廳，這家名為「莉莉
航空」國際航線美食的餐廳由一
架退役波音 737 客機改造而成，
也是中國內地首家飛機餐廳。
據餐廳經營者李浪介紹，這架
退役客機購於印尼達維亞航空公
司，僅運輸環節就耗時近 4 個
月，共投入約3,500萬元人民幣。
李浪表示，幾年前在瑞典看到
一架由波音 747 改造而成的飛機
旅館，於是萌生在國內開一家飛
機餐廳的想法。

■停靠在武漢鬧市的飛機主題餐
廳。
網上圖片
該飛機餐廳主打西餐，為此李
朗特意從國外高薪聘請廚師，根
據餐廳「航線主題」調整菜單。
據悉，為貼合飛機餐廳主題，在
服務員的招聘上李浪也以空乘標
準進行選拔。
■中新社

七旬翁救兩遇溺男孩成網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昨日上午在甘
肅省張掖市舉行的首屆絲綢之路（張掖）國際
通用航空大會上，一架飛機在表演特技動作時
墜落，外籍飛行員遇難，目前其國籍尚未確
認，無地面人員傷亡。
甘肅省張掖市外宣辦官方微博「張掖發
佈」27 日通報指，當日 10 時 47 分，首屆絲綢
之路（張掖）國際航空大會飛行表演期間，
瀋陽飛行家航空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邀請的美
國飛行家表演隊的一架飛機 XA42/N344XA
在特技飛行表演時，墜落在機場圍界以外的
無觀眾區。現場立即啟動應急救援預案，救

除工作應當根據相關部門指令進行，至於為何拆遷公司
在6月25日凌晨突然強拆等問題，需等待公安機關的調
查結果。目前，此棚改工程的相關工作已經暫停。

在第二十
三屆北京國
際圖書博覽
會上，有一

本書深受矚
目。它就是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東京審判親歷記》。這部著作收錄了中
國法官梅汝璈在東京審判期間所作的日記
和其著的半部文稿「遠東國際軍事法
庭」。
8 月 24 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帕爾
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公司舉行《東京審
判親歷記》英文版版權輸出簽約儀式。梅
汝璈之子梅小璈在現場表示，該書英文版
版權成功輸出，國際讀者可以借此更為全
面地了解歷史。
《東京審判親歷記》的作者梅汝璈，曾
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法
官，為第一批 28 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
刑作出了卓越貢獻。書中主要內容來自梅
汝璈只寫了一半的文稿「遠東國際軍事法
庭」，主要內容是梅汝璈對東京審判的回
顧、反思和點評。
整理者之一正是梅小璈。談及該書的歷
史，他感慨萬千。上世紀 80 年代，梅小璈
整理父親遺物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半部謄
抄整齊、未寫完的文稿。
梅汝璈的遺稿和日記被發現、整理和挖
掘的過程很有戲劇性，發現得偶然，整理
得辛苦。梅小璈說，東京審判研究現在受
到如此高的重視，是父親生前無法想像
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英文版權的輸
出對世人認識歷史真相功不可沒。
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公司代表柯
薇婭表示，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的出版
物一直緊跟國際社會的重大議題，同時格
外重視國際上的學術聲音對日常生活的影
響，相信《東京審判親歷記》的英文版對
研究 20 世紀人類歷史的國際學者以及廣大
讀者都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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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73歲市民于文龍做了好事負了傷，
仠仠
仠仠本想簡簡單單低調一回，沒想到去了趟醫院治了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
仠仠治傷，突然就成了朋友圈裡的「網紅」。
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在家中養傷的于文龍回憶起救人時的情景時
仠仠
仠仠說，「那天下午五點不到，我正帶着孫子在張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家堰旁的葛溪中玩水，那個時候旁邊沒什麼
人，我們剛打算回家，突然聽到遠處有人喊
仠仠
仠仠『救命』。」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
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于文龍站起來一看，50多米外的溪中央，兩
個孩子正在水裡撲騰，圍堰上站着一位女子，
仠仠
仠仠一直在焦急呼喊，可是周圍並沒有人經過。于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
仠仠文龍鞋都沒穿，光着腳急忙向出事地點跑過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去。「堰壩上面到處都是石子，中間還有溪水
仠仠
仠仠漫過，走起來腳底板又滑又疼。」
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跑到跟前，于文龍看到，溺水的兩位孩子在
仠仠
仠仠水裡抱成一團，在水中掙扎。「那個地方水深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估計有兩米多，其實我自己有點擔憂，畢竟已
仠仠
仠仠經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73 歲了，體力肯定不如以前，要是下水去
仠仠
仠仠救兩個孩子，萬一不行，自己也要沉下去的，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但這就是兩條人命，怎麼可以不救？」于文龍
仠仠
仠仠沒猶豫，直接跳入溪中，兩手分別用力推着拉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着兩名男孩，並用腳蹬水，慢慢靠岸。筋疲力
仠仠
仠仠盡的于文龍和呼喊的女子一起將溺水的兩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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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拉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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仠仠仠仠求醫讓救人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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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龍稍稍休息後便與孫子返家。在回家以
仠仠
仠仠後，于文龍才感覺到右腳疼痛，實在受不了，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25日來到富陽中醫骨傷醫院主任中醫師陳金洪
仠仠
仠仠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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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將于文龍救人故事在自己的朋友圈發
仠仠
仠仠了微信，一天下來，陳醫生的這條朋友圈有
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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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位好友點讚，大家紛紛讚揚于文龍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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仠仠時，也送上了祝福，希望于文龍能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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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龍則淡然說：「救人是應該的，只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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仠仠望以後孩子們不要獨自在溪邊玩水了，大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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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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仠仠定要在旁邊管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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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主題為「激情前進」
的親子泡泡跑昨日在江蘇南京浦口水墨大墊舉行，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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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位來自江蘇電台的聽眾帶着孩子前來，衝進白色的
泡泡中歡樂開跑盡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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