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京報》及中通社報道， 19歲女生李某本月20日在

甘肅省慶陽市跳樓自殺，事件引發關注。她前年曾被班主任猥褻，後4次自殺

未遂。警方指，其自殺的直接誘因還在調查中。警方還對現場2名起哄者進行

行政拘留，對6名惡意謾罵的網友進行調查。此外，慶陽市教育局黨委昨日進

行專題會議，決定將涉案老師吳某調出教育系統、取消其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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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女生跳樓亡 2起哄者被拘
涉案老師被調出教育系統取消教師資格

東北大學12萬隻手工餃子 送別6000畢業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

道）「上車餃子，下車麵」是北方特
有的一種習俗，離家學子臨行前吃上
一頓家裡人包的餃子，寓意着離家在
外一切順順利利，平安美滿。歸來遊
子風塵僕僕回到家鄉，一碗熱騰騰的
麵條驅走風塵，暖胃暖心。今年畢業
季，一場特別的「上車餃子送驕子」
活動前日在遼寧省瀋陽市東北大學
拉開序幕。這份帶有母校味道的畢
業禮物，以上車餃子領用卷的形
式，向全校6,000餘名應屆畢業生免

費提供 12萬隻手工餃子，也送上畢
業離校的祝福。

「或不愛吃卻懷念食堂飯菜」
據悉，東北大學全體畢業生可於本
月25日至30日期間憑上車餃子領用券
免費兌換20個餃子，學校還為此開設
了畢業生餃子專用窗口，方便學生快
速領取。
在口味上，該校食堂將提供豬肉白

菜、牛肉大葱和韭菜雞蛋三種。此
前，該校餐飲部門加班加點，把學校

對畢業學子的美好祝福，都包進一個
個熱氣騰騰的餃子中。
有意思的是，在畢業餃子領用券的

背面菜單一欄，寫着：「你可能不愛
吃卻永遠懷念的食堂飯菜。」詼諧幽
默的表達濃縮了畢業生對於母校的複
雜情感。
「最後再吃一次食堂的飯菜，再看一
看這座校園。熟悉的風景永遠定格在最
美好的一刻。」該校畢業生戰俊豪滿懷
惆悵，四年情感此刻似乎都濃縮於這一
枚餃子之中。

吐魯番火焰山
月內三度熱爆80℃

神 州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疆晨報》報道，新
疆吐魯番火焰山景區巨型「金箍棒」溫度計
前日下午4點測得實時地表溫度為83℃，此
溫度是截至昨日，火焰山地區測得的今年最
高地表溫度。當日有2,500多名遊客在景區
感受高溫旅遊。
據火焰山景區副總經理王宏介紹，「金箍

棒」巨型溫度計坐落在火焰山景區的核心
區，是遊客最喜愛的拍照地之一，高12
米，直徑0.65米，可測量100℃以內的地表
溫度，且誤差不超過正負0.5℃。今年自進
入 6月以來，已經有 3次地表溫度超過
80℃。去年地表最高溫度出現在7月11日，
達到了89℃。
高溫旅遊也讓景區有了沙窩烤雞蛋這樣的

特色項目，非常受遊客歡迎，前日一天就賣
出240個烤雞蛋。
王宏說：「如果想來吐魯番感受高溫旅

遊，可選擇在中午3點到4點間地表溫度最
高的時間來。相信到了7月，地表溫度紀錄
會再次刷新。」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四川盆
地西部昨日出現新一輪強降雨天氣，北川老
縣城地震遺址被淹沒，道路中斷，人員車輛
均無法同行，現已進行交通管制。暴雨造成
北川縣部分區域山體垮塌。
截至昨日中午12時，北川縣雨量超過200

毫米，全縣22個鄉鎮不同程度受災，受災
人口7.07萬人，通信、水利、電力等基礎設
施不同程度受損，部分農田受損。目前已臨
時轉移安置受災和受威脅群眾12戶26人。

暴雨襲川
北川地震遺址被淹

■■昨日暴雨襲川昨日暴雨襲川，，北川縣雨量超過北川縣雨量超過200200毫毫
米米，，老縣城地震遺址被淹老縣城地震遺址被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遼寧東北大學畢業生在食堂享用帶母遼寧東北大學畢業生在食堂享用帶母
校溫情的上車餃子校溫情的上車餃子。。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甘肅女學生跳樓事件回顧
2016年9月5日甘肅女學生李某因胃病被安排在宿舍臥床休息。當晚

9時許，班主任吳某進入其宿舍詢問病情時，用嘴親吻其額頭、臉部、

嘴部等。翌日，李某被診斷為抑鬱症。

10月7日及12月6日李女先後兩次因抑鬱症服用過量藥物自殺未遂。

2017年5月2日吳某因猥褻行為被行政拘留十日，不被起訴。

5月24日李女到慶陽六中教學樓欲跳樓自殺，幸被及時解救。

2018年1月15日李女又服抗抑鬱藥物第四次自殺未遂。

6月20日李女在甘肅省慶陽市最終跳樓自殺亡。

資料來源：《新京報》

前晚，慶陽市警方在媒體通氣會上表示，
李某本月20日在慶陽市西峰區一百貨大

樓8樓跳樓自殺，案發後警方救援未能成功，
其墮樓亡。
現場視頻顯示，李某跳樓期間，多名圍觀
者在樓下喊「怎麼還不跳」等話語。事件引發
爭議。警方指，已對當時在現場起哄、不聽執
勤人員勸阻、拒不離開、妨礙執行救援的人員
進行了現場帶離，對其中2人進行行政拘留，
並對6名惡意謾罵的網友進行調查。

班主任犯猥褻 未被起訴
警方通報李某在校期間被猥褻案件情況，
指2016年9月5日15時許，李某在讀高三期
間，因突發胃病，被輔導老師羅某安排在公寓
樓D棟109宿舍臥床休息。當晚9時許，班主
任吳某進入其宿舍詢問病情時，用嘴親吻其額

頭、臉部、嘴部等。2017年5月2日，慶陽市
公安局西峰分局依法以猥褻行為對吳某處以行
政拘留十日處罰，當地檢方後對其作出不起訴
決定。

診斷患抑鬱 四次自殺未遂
經調查，李某於2016年10月7日、12月6

日曾先後兩次因抑鬱症服用過量阿普唑侖等鎮
定類藥物自殺未遂。2017年5月24日，她上
到慶陽六中教學樓5樓欲跳樓自殺，被警
察、消防官兵及時解救。今年1月15日，她
又服用曲唑酮片等大量抗抑鬱藥物第四次自
殺未遂。
李某家屬提供的相關文書顯示，2016年9月

6日，李某被慶陽市中醫院診斷為抑鬱症。
2017年6月1日，李某被北京安定醫院診斷為
創傷後應激障礙。

■■消防員拯救李女失敗消防員拯救李女失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19歲姓李女生日歲姓李女生日
前在甘肅省慶陽市跳前在甘肅省慶陽市跳
樓自殺樓自殺，，事件引起關事件引起關
注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學者批評蔡
英文不斷揣摩
美國政客的意
圖，不斷做傷
害兩岸同胞感
情的事情。圖
為冷清的墾丁
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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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挾洋自重無濟於事
蔡英文外媒面前扮悲情 偷換概念告洋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日前接

受法新社採訪時，再以悲情形象提到「大陸打壓」。知名涉台專家、京

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松嶺就此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蔡英文的此

次專訪可謂精心準備、迎合媒體、大放厥詞、製造輿論、製造悲情、抹

黑大陸、挑撥是非，「其專訪中不乏偷換概念、嫁接邏輯、猛告洋狀之

處」。外交部昨日也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事作出回應，指「希望台灣島

內的一些人能夠認清國家、民族發展大勢和國際大勢，不要在錯誤的道

路上越走越遠。試圖挾洋自重更是無濟於事。」

兩岸青年短片賽
紙製動畫奪金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We愛．第二屆兩岸青年短片大
賽」昨日在滬舉行頒獎典禮，各大獎項一
一揭曉。台灣團隊製作的紙製逐幀定格動
畫短片《屋子心》捧得金獎，大陸團隊製
作的劇情類短片《平小》榮獲銀獎，《鮮
蔬香烤嫩雞佐蜜漬青檸醬》榮獲銅獎，兩
岸合拍片《貳加貳》獲得「We愛獎」，
《舞台》、《送你最後一哩路》、《S.M.
H》、《局外人》、《她》、《捨我之
戀》等獲得「優秀獎」。

將經網絡展映 鼓勵青年追夢
為促進兩岸青年文化交流與合作，培養

兩岸影視創意人才，在去年基礎上，由上
海市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等主辦的「We
愛．第二屆兩岸青年短片大賽」於今年2
月14日在海峽兩岸再度開展。大賽歷時4
個多月，共收到兩岸參賽作品2,119部，
最終50部作品入圍。這些影片題材新
穎、內容豐富、形式各異，湧動着濃濃愛
意，彰顯了兩岸青年對家庭倫理、社會問
題、人文關懷的思考和體察。
據悉，大賽頒獎活動後，通過大賽官

網、愛奇藝等平台，所有獲獎作品和入圍
作品將進行網絡展映，以擴大傳播度，鼓
勵更多兩岸青年電影人勇敢追夢。

台人才荒全球第三 營銷IT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地區

人才荒情況嚴重，人力資源機構萬寶華調
查，78%台灣僱主面臨徵才困難，創調查以
來最高，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5%），且僅
次日本及羅馬尼亞居全球第三名。需才孔急
的前三大職缺分別為業務（港稱營銷）、工
程師與資訊技術人員。
為了解全球僱主徵才困難情況，Manpow-

erGroup萬寶華設計「2018全球人才短缺調

查」，針對43個國家及地區、39,100名僱主
進行訪問，其中包括1,020名台灣企業僱主。

程式語言變化快 人才供應難追上
今年台灣人才短缺前10大職缺中，仍以業務
代表排名第一，自2010年以來，始終居於台灣
最難找的人才，其中以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的
業務代表最難尋。此外，超過一半的僱主指
出，缺工主因在於無合適人選或應徵者。

萬寶華台灣分公司專業人才事業總經理吳
璧昇認為，人才短缺主因在於這幾年市場變
化迅速，不論是既有產業或新興產業都需要
新的人才，例如從傳統程式語言到現在熱門
的Java、Python，短短幾年間的時間，程式
語言需求變化相當快速，人才培育與供應的
速度不及需求的現象非常明顯。
吳璧昇認為，業務代表在每個產業都是重
要人才，不過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更顯重

要，主因是這類產業的業務人員流動率比較
高，也需要一些經驗或極佳的抗壓力，才能
做得比較稱職，因此僱主時常在增員補人。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金融科技開始快速發

展，金融業對於資訊技術人員的需求大量增
加，也是本次調查中IT人才首度進入前三名
的原因之一。吳璧昇表示，不論是系統開發
人才、數據分析師、行動支付人才等，都是
企業積極增補的對象。

■■「「WeWe愛愛．．第二屆兩岸青年短片大第二屆兩岸青年短片大
賽賽」」昨日舉行頒獎典禮昨日舉行頒獎典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吳璧昇認為，由於營銷代表流動率比較
高，因此僱主時常在增員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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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
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希望台

灣島內的一些人能夠認清國家、民族發展
大勢和國際大勢，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
走越遠。試圖挾洋自重更是無濟於事。
有記者問：近日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台
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稱大陸向台灣「施加巨
大壓力」，呼籲國際社會遏制中國。她還
稱，各方需合作重申對民主自由的重視，以
制約大陸，並減少大陸「霸權擴張」。中方
對此有何回應？
陸慷說，我們多次說過，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島內一些人說的一些話，是中國內部
的事情，我們不會在外交部這個場合具體回
應。建議你向中國政府主管台灣事務的部門
了解。
「作為一個原則，我想指出，希望台灣島

內的一些人能夠認清國家、民族發展大勢和
國際大勢，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試圖挾洋自重更是無濟於事。」陸慷說。

摸透西方胃口 引導向陸施壓
蔡英文在受訪時，聲稱「遭受來自大陸的

壓力也一直沒有放棄」。對此，朱松嶺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英文的專訪中把自己、
把台灣塑造成弱者、受害者，大談「台灣被
害論」，可謂居心叵測、包藏禍心。他指
出，蔡英文上台之初，就打着維持現狀的旗
號充當兩岸的「和平使者」，但從上台起，
民進黨當局就公然不承認兩岸雙方達成的
「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共同政治基
礎。民進黨以「九二共識」是國民黨與共產
黨的共識，不是民進黨與大陸的共識為由，
要求與大陸形成所謂新共識。

朱松嶺認為，這一提法其實相當於民進
黨代替國民黨成為台灣的「股東」後，即
迫不及待地撕毀前任股東時期台灣這間公
司對大陸作出的承諾，這無疑是通過混淆
「股東」和「公司」概念，大搖大擺地改
變現狀。
他續指，蔡英文在專訪中將台灣拉抬到一

個所謂「獨立國家」的地位，釋放所謂「善
意」，這無疑是摸透了西方的胃口，用西方
喜歡的語言，向西方媒體餵料。他認為，這
套邏輯是先哭，先打悲情牌，先抹黑大陸，
然後再遞出帶刺的玫瑰、投毒的美酒，讓西
方評判，向大陸施壓。

揣摩美國意圖 不斷傷害同胞
朱松嶺強調，蔡英文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

來批判大陸，指責大陸是所謂「霸權主

義」，恐怕不是沒有來頭，不是沒有原因
的。「特朗普上台以後，不斷用商人的做法
挑戰政治家的底線，其兩岸政策如同坐過山
車，不能給兩岸帶來安全感，也不能給美國
的盟友們帶來安全感。」他說，「美國政策
還沒有塵埃落定的時候，無論是中美貿易還
是其他問題，只要特朗普提出的，民進黨當
局就跟進，不管是不是傷害兩岸同胞的感
情。」
他表示，蔡英文在沒有絲毫向「九二共

識」靠攏的情況下，不斷揣摩美國政客的意
圖，不斷做傷害兩岸同胞感情的事情。「這
樣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的行為大陸早就
一眼看穿，早就做好了應對方案。」他強
調，「恐怕，這樣下去，傷害的是台灣，是
民進黨當局自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
卿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