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有意參選拚

連任的無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昨日正式

提告美國作家Ethan Gutmann（台譯

伊森．葛特曼）妨害名譽。該名作

家在數年前在一部關於器官移植的

書中，提及柯文哲帶病人到大陸進

行器官移植，2日又在國際記者會

上指責柯文哲是「騙子（liar）」，

聲稱柯的行為助長不法器官移植。

■■美國作家葛特曼在著美國作家葛特曼在著
作作《《屠殺屠殺》》一書的內文一書的內文
指指，，柯文哲過去曾透過柯文哲過去曾透過
大陸組織大陸組織「「器官兩岸一器官兩岸一
家親家親」」帶病人赴大陸進帶病人赴大陸進
行器官移植行器官移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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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騙子」柯文哲怒告美作家
發函要求解釋無果 懷疑葛特曼來台當選舉打手

對於外界言論一向不在意的柯文哲此次
認真回應說：「他（葛特曼）一個外

國人跑來台灣當選舉打手幹什麼，這實在
是怪異。」至於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稱葛
特曼來台，100%與民進黨無關，柯文哲
說：「重點不是我相不相信，台灣人民相
不相信才是重點。」

律師：柯的名譽與誠信不容退讓
柯文哲昨日委任律師陸正義到台北地方
檢察署提告，律師現場發表聲明。聲明指
出，身為政治工作者，柯文哲對他個人在
政治攻防中遭遇可受公評之事，向來包
容，也不願意輕啟訴訟。但「騙子」是非
常嚴重的指控，尤其對一位講究誠信、正

直的政治工作者來說，名譽與誠信是柯文
哲的底線，不容退讓。
此外，葛特曼身為一位資深獨立記者，

同時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被提名人，柯文
哲難以理解，長年戮力於報道查證工作的
葛特曼，竟在國際記者會上，沒有任何證
據，便直接指稱市長是「騙子」，因此在
當天立刻發函，要求葛特曼在24小時內提
出具體的解釋與說明。
聲明提到，很遺憾的，截至昨日按鈴申

告前，始終沒有收到來自葛特曼的正式回
覆。因此由律師代表柯文哲正式對葛特曼
提出妨害名譽的告訴，以捍衛名譽。
柯文哲當天上午出席台北世界動物日記

者會，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他有沒有帶

病人到大陸進行器官移植，醫界很清楚，
「不要為了選舉，把整個台灣社會打亂，
這樣搞下去，對器官移植、重症醫學有滿
大傷害」。

「台灣人相不相信是重點」
柯文哲說：「他（葛特曼）一個外國人

跑來台灣當選舉打手幹什麼，這實在是怪

異。」
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說，葛特曼來台

灣，與民進黨「百分之一萬」沒有關係。
這件事不是民進黨主導，民進黨沒有介
入，不容許有些人用似是而非語言抹黑攻
擊民進黨。
柯文哲說：「重點不是我相不相信，台

灣人民相不相信才是重點」。

台商業服務業景氣第四季料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商業
發展研究院昨日發佈商業服務業景氣預測顯
示，台灣商業服務業景氣今年第四季將下
降，該機構籲台當局出台景氣激勵措施。
台商業發展研究院當天舉行記者會表
示，從商業服務業領先指標、同時指標來
看，台灣商業服務業將在今年第四季止升

轉降，而後於明年1、2月回升。

台當局應推激勵措施
該機構負責人說，這意味着台灣商業服

務業景氣從去年5月復甦後，沒辦法加速
爬升，僅現盤旋之局，因此刺激景氣措施
只宜加強、不宜停頓，才能確保明年景氣

持續復甦。
該機構分析說，台灣商業服務業景氣復

甦非常緩慢、力度非常不足、走勢相當具
有波動性，主因是不同部門的走勢不一，
金融面的市場動能較強，批發零售業溫和
復甦、運輸倉儲穩定復甦，不動產及住宅
服務仍持續衰退，就業市場表現最弱。當

局應該出台景氣激勵措施，努力提振有效
需求，才能穩住景氣復甦的趨勢。
台灣當局貨幣政策主管機關2日指出，
台灣當前物價漲幅尚屬溫和，通脹展望穩
定。但今年下半年台灣經濟增長動能可能
減弱，加上今明兩年產出缺口雖縮小，但
仍為負值，景氣擴張力度不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教育事務主管部
門昨日頒發 2018
年文藝創作獎，東
華大學學生林佑霖
以新詩《像我這樣
的待業男子》，描
述台灣青年困境，
幽默自嘲的筆鋒獲
得評審肯定，拿下學生組新詩特優獎。
林佑霖的得獎新詩結合性別、青年低薪、

樓價等議題，描述青年求職的焦慮彷徨，簡
歷乏善可陳，工作經驗僅有曾「任職1到23
歲的男性」；找不到合適推薦人，只好把自
己的名字用三種方式填上；當被問到希望的
待遇，只能卑微地回答：「一天可以有十六
個小時讓我像我自己嗎？」
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就讀東華大學

華文所的林佑霖談及這首詩的創作靈感時表
示，不論是求職、買樓、找尋愛情，23歲
人的共同目標，就是找尋容身之處。但社會
中處處有歧視的蹤影，歧視學歷、歧視沒有
經驗、歧視性別，自己曾目睹許多求職青年
的彷徨，家人的不諒解，故寫下這首詩作。

寫詩自嘲台青困境
大學生奪文藝創作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一名大陸
女遊客昨日單獨前往花蓮七星潭的四八高地
賞景，遭歹徒持刀搶劫。2名途人見義勇為
報警並追逐疑犯，警民合力將疑犯逮捕。
花蓮縣警察局表示，該名陸客與家人來台

個人遊，當天上午獨自騎單車到七星潭風景
區附近的四八高地賞景拍照。歹徒也騎單車
行經，見被害人獨自一人，以風景更優美為
幌子，假裝好心指引被害人走進僻靜小道。
歹徒見當時四下無人，亮刀行搶，被害人

大聲呼叫，驚動附近運動的2名民眾。他們
立即向警方報案，並追逐歹徒。歹徒逃逸時
連人帶車摔倒，隨後被民眾及趕到的派出所
員警合力逮捕，全案依強盜罪嫌移送法辦。

陸客遊七星潭遇劫
警民合力制服疑犯

■林佑霖 中央社

■■葛特曼直指台北市葛特曼直指台北市
長柯文哲是個長柯文哲是個「「騙騙
子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據報道，景區現場支着四口大鍋，廚
師們現場製作熱騰騰的麵條，取餐

後大家可以圍坐大圓桌就餐。
令人感慨的是，近千人的長龍井然有
序，部分遊客用餐後，又回到錢箱處投
錢。他們表示，吃過之後感覺這個價格真
的是太值了，應該支付相當的費用，不能
讓好心的景區管理部門吃虧。

景區：「不忍看大家吃乾糧」
據報道，該景區2017年已經推出過「1

元午餐」暖心活動，景區副總經理高紅介
紹，老君山山高林密，氣候多變，遊客在
山上用餐不便，看到大家帶着乾糧、喝着
礦泉水下肚，心裡不是滋味。
經商榷，景區決定推出「1元午餐」，
在半山腰為遊客做飯，收1元錢也不過是
設個門檻，避免浪費。

高紅說：「咱這飯，採用當地食材，廚
師也是景區自己的，成本不會太高，超出
1元錢部分，景區會補貼。讓遊客在十一
期間能吃上一口熱乎飯，也是代表我們老
君山一片情誼和心意。」經最後盤點，當
日共賣出1,200碗午餐，收入1,275元，還
多出了75元。
據悉，2018年國慶假期期間，若天氣允
許，「1元午餐」將連供7天貫穿整個黃
金周。

網友盛讚：良心難得！
內地部分景區收費不合理，工作人員服

務態度惡劣等現象層出不窮，民眾積怨已
久，老君山景區此舉一出，便引發網友盛
讚「難得的良心！」，並隨之調侃起在景
區高價消費的經歷，例如花15元買一瓶礦
泉水、花8元買一根香腸，表示希望其它

景區也能規範收費，讓遊客玩得開心、花
得舒心。
然而，部分網友質疑「1元午餐」屬於
「花錢賺吆喝」，景區花錢不多，卻達到
了極佳的廣告效果和旅遊口碑，是穩賺不
賠。對此，自稱「當地人」的網友則回應
道，老君山景區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
即使有一定的宣傳效果，也不能簡單理解
為炒作。景區和遊客，與其互相鬥智鬥
勇，不如將心比心，讓文明出遊、安心出
遊、快樂出遊，真正落到實處。
據洛陽市旅遊發展委員會官網介紹，河

南老君山乃「仙」「靈」之山，位於洛陽
市欒川縣城東3公里，因太上老君李耳在
此歸隱修煉而得名，是國家5A級景區，
海拔2,200米，秦嶺餘脈八百里伏牛山的
主峰，是伏牛山世界地質公園，國家地質
公園。

國慶假日，山東青島旅遊火爆，過去
3日共接待遊客196萬人次，攬金3,881
萬元人民幣。而展示青島百年啤酒文化
的青島啤酒博物館備受中外遊客青睞，
每天贈送遊客的啤酒數量超過2萬杯。
在青島旅遊似乎處處都能聞見啤酒的

麥香和酒花香，喝一杯正宗新鮮的青島

啤酒成為遊客的必選項目，位於青島啤
酒發祥地的青島啤酒博物館這幾天遊客
如潮。遊客可以免費品嚐到百年酒廠直
供的最新鮮、最純正的青島原漿啤酒、
生啤酒及啤酒豆，青島啤酒黑啤、
IPA、全麥白啤、皮爾森等特色啤酒也
可一站尊享。

青島啤酒博物館也是知曉啤酒文化的
殿堂，遊客在此可以了解青島啤酒百年
歷史文化，以及百年前整套釀酒工序設
備及現代化生產線場景。工作人員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青島啤酒博物館率先
引入智能預約接待系統，延長營業時
間，時時監控人流削峰填谷，接待人數
同比增長15.6%。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青州報道

「十一長假」期間，各地遊人如
織，惟浙江紹興柯岩風景區來客意外
稀少，經查竟是因為百度地圖顯示
「不營業」。
該景區開發公司董事長包秀萍表

示，1日早上開園後，工作人員反映
票房遠遜預期，還接到很多遊客來電
抱怨風景區國慶閉園，奇怪至極。經
了解，原來是因為遊客用百度地圖搜
尋柯岩風景區位置時，百度頁面竟用
醒目紅字標示「目的地今日不營業，
請謹慎前往」，導致明明照常開張的
景區乏人問津，還屢遭質疑。

園方斥：從未接過核實電話
包秀萍表示，百度方面回應稱，此

前有網民提供了一條閉園訊息，百度
相關部門確認後就發佈在百度地圖
上。然而，園方根本從未接到來自百
度的確認電話。
她十分不滿地表示，百度人員還

拒絕立刻撤下不實訊息，聲稱必須向上層層匯報，要求
園方先提供營業執照與相關證明才受理。
此後，經園區透過旅遊部門協調，百度於1日下午1時
許才撤下不實公告。
包秀萍指出，2日的來客數是1日的3倍。為此，他們已

經向警方報案，要求徹查提供不實訊息給百度的網民。
■浙江電視台

熱門景區的「麵攤」竟

無人看守，只有一個收

款箱，上面寫着「1元

午餐，無人值守，自覺

投幣，自助找零」，長

達數百米、近千人的遊

客隊伍自覺投幣，取

餐……國慶期間，河南

洛陽老君山景區推出

「一元無人售賣午餐」，

吸引上千名遊客排隊就

餐。經最後盤點，當日

共賣出1,200碗午餐，

收 入 1,275 元（人 民

幣，下同），多出了75

元「善款」。看慣了景區

欺客宰客的遊客紛紛表

示，花一元錢就能在景

區吃上一碗當地特色糝

湯麵、一根香腸和一個

饅頭，感覺非常溫暖。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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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啤酒博物館 日送啤酒兩萬杯

■■ 遊客在青島啤酒博物館品嚐啤遊客在青島啤酒博物館品嚐啤
酒酒。。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1碗湯麵+1根香腸+1個饅頭=1元人民幣

豫景區豫景區11元午餐元午餐暖人心暖人心
無人售賣自覺投幣無人售賣自覺投幣 最後盤點反多出最後盤點反多出7575元元

■■ 國慶期間國慶期間，，55AA級景區河南洛陽老君山推級景區河南洛陽老君山推
出無人值守出無人值守「「一元午餐一元午餐」」服服務遊客務遊客。。 中新社中新社

■■ 上千遊客排長上千遊客排長
龍品嚐龍品嚐。。 中新社中新社

10月4日，國慶假期第4日，四川阿壩州理縣畢棚
溝景區風光如畫，遊人如織。圖為民眾在畢棚溝景區
玩雪。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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