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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貿協：赴大陸設辦
「10個也不嫌多」

扁嫂接發監傳票
元宵後報到 評估後定奪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媒體報道 陳水扁
兒子陳致中10日證實，已接獲母親吳淑珍本

陳水扁一家涉及多宗弊案。其中在龍潭購地案中，陳水扁
兩夫婦分別被判囚17年半和罰款1.5億新台幣。陳水扁去年12
月已移送到監獄服刑。

月18日赴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接受醫療評
估，以決定她是否正式發監服刑
的通知。

■台中監獄內附設的培德醫院專收重症受刑人 。
資料圖片

不排除「保外就醫」
高雄地檢署發出的執行刑期通知書，9日送達扁家，要求吳
淑珍在元宵節後第二天、即18日上午須前往雄檢報到，再轉
往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接受醫療評估，以決定珍是否正式
發監執行。
當地傳媒10日報道，培德醫院已搜集吳淑珍身體狀況的各
種資訊，並做好讓她「順利服刑」的因應措施，並由專業醫
療團隊進行評估，再決定是否收治。法務部官員表示，按照
實務慣例，評估約1周後，就能判斷受刑人是否符合發監標
準。

檢方表示，如果吳淑珍在培德醫院的照護下，能維持基本
生活，就會留在台中監獄服刑；但如有培德醫院無法照料，
或出現難以自理生活的情況，也會讓她「保外就醫」，或指定
安置於適當處所。

扁女︰
「政府殺人」
陳致中強調，吳淑珍無法自理生活，監所應該作出拒收的
決定。陳致中說，家人都為司法的這項決定感到憂心。他
說，近日天氣驟變，吳淑珍腸沾黏更嚴重，如廁要數小時才
能處理好，半夜根本無法睡覺。
陳致中強調，依照監獄行刑法的規定，無法自理生活的人，監
所應該拒收；如果獄方要強行讓吳淑珍入獄，無異置她於死地。
他引述姐姐陳幸妤的說法指，強行要吳淑珍入獄就是「政府殺
人」
，希望醫生本 專業、良知做出明確的診斷。

陳光標出資一億 高雄成立慈善基金 送偷拍光碟大噪 台《獨家報導》倒閉

■吳淑珍已接到發監通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台北消息 上月高調赴台灣進行
「感恩行善」之旅的大陸企業家陳光標，決定至少拿出1億元新
台幣，在高雄申請成立公益團體「光標慈善基金會」，並將親自
到高雄揭牌。
2月1日下午陳光標結束寶島行程搭機離台時表示，他已兌現
承諾捐了超過5.1億元新台幣，未來要為台灣做更多的事，5月
份還會來台舉行捐建大型公益項目的動土典禮，到時會更「低
調」。
陳光標離台後，隨即委托在高雄的友人、「中華海峽兩岸企
業交流協會」理事長黃建雄，協助在台灣申請成立「財團法人
光標慈善基金會」。「光標慈善基金會」將與位於高雄市七賢二
路的「中華海峽兩岸企業交流協會」設立在同一地址。

■炒飯不但中國人喜歡，
洋人也喜歡。

■1960年毛澤東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談話，
以後曾多次講鄧小平「人才難得」。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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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的親自提議下，鄧小平被賦予
更大的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任國務院副總
理。這使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重
要領導職務於一身，重新成為黨和國家的
領導人。
為了順利實現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
考慮，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
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批評了野
心勃勃的江青。
毛澤東在會上批評江青：不要設兩個工
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
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個
工廠不要了吧？
會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武漢，一
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問題。

■宮保雞丁是很多人
吃飯必點的菜式。

■春卷是著名的廣式
小吃。

四人幫阻撓未遂
當天晚上，江青在釣魚台十七號樓，私下召集王洪文、
張春橋、姚文元密謀。第二天，王洪文肩負「四人幫」的
使命，乘專機趕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
毛澤東從江青的鬧事聯繫到王洪文飛來長沙告狀，已經
意識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於是，毛澤東
作出了離開北京以後深思熟慮的兩項重大決策，並讓王海
容、唐聞生回北京後，立即將他的意見轉告周恩來、王洪
文。這兩項重大決策是：
一、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
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
席兼總參謀長。
此外，毛澤東還要求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轉告王洪
文、張春橋、姚文元，讓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
(三之二)
■來源：《黨史博覽》

黃文榮以上海為例稱，韓國貿協有30多名市
場拓銷的編列人員，但台灣貿協由於僅能設立
據點，不能升格為辦事處，每個據點僅編列1至
2人，有些甚至是臨時性編制，且由於不具法人
資格，很多市場推廣業務受限，無法提供廠商
二○○六年十一月十
完整服務。黃文榮認為，每個財團法人、工協
會團體的性質不一，各有其要服務的對象，各
有其設立辦事處的需要。
但貿協在拓展大陸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赴
大陸設立辦事處確實有迫切的需要性與必要
性。不過，他強調，貿協赴大陸設辦事處，一
切配合並遵循台當局的政策指示。

糖醋裡脊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際在線9日報道，最受外國人歡迎的前十
名中國菜中糖醋裡脊、宮保雞丁和春卷分列前三位，麻婆豆
腐、餃子緊隨其後⋯⋯
第一道：糖醋裡脊。這道菜排第一位不奇怪，酸甜混合的味道
加上明亮鮮艷的外表，任誰都無法拒絕。
第二道：宮保雞丁。這道菜在來自不同國家的回答者的答案中
都有被提出，在中國它也是很多人吃飯必點的經典。
第三道：春卷。這道菜被外國朋友選出來是在情理之中的，從中不
難看出中國點心尤其是廣式小吃在外國人心中的影響力。
第四道：炒飯。相傳在一次國事訪問中，李鴻章命令他的廚師
做一道中國人喜歡吃、洋人也喜歡吃的菜餚。聰明的
廚師直奔廚房，挽起袖子便做了款炒飯。這款雅俗共
賞的美食得到了各國外交官們的稱讚，而李中堂也因
此風光不少。
第五道：麻婆豆腐。可能沒有哪個菜系能像四川菜那樣把辣用
到極致。川菜目前的地位也就因為一個辣字。西餐自
然沒有辦法超越，外國人只有邊吃邊讚歎的份兒
了。
第六道：餃子。中國有一句話：好吃不過餃子。足見餃
子在中餐中的份量。而且餃子餡料的變化眾
多，囊括了中國文化精華，自然也是外國
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國的一道菜了。其實鍋
貼在國外也很受歡迎，其中道理應該和餃
子有很大關係吧。
第七道：餛飩。西餐的麵食中絕對沒有那麼細緻和

清爽的做法了！
第八道：烤鴨。因為它非凡的名氣和悠久的歷史，所以是所有
到了中國的外國人都會想吃的一道菜。
第九道：炒麵。當國外的朋友寫出Cantonese Chow Mein的時候
我當時都沒有反應過來，明白之後不得不佩服廣州人
的確在改變外國人的飲食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
第十道：腰果蝦仁。蝦仁營養豐富，肉質鬆軟，易消化，與腰
果同炒，對於保護心血管系統，防止心血管疾病大有
益處。而吃起來蝦仁滑嫩，腰果酥脆，中外食客怎能
不愛？

■名列最受外國人歡迎的前十名中國菜首位的糖醋裡脊。

中國「最牛公務員」 9年不上班仍支薪

毛委鄧掌國務院

10月4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讓機要秘
書打電話給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
主席王洪文，告訴他：毛澤東提議，由鄧
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
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這個電話後，大為吃驚，他沒
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馬上轉告周恩來，而是
在當天晚上，把毛澤東的指示首先告訴了江
青、張春橋、姚文元。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
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團的預
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來已久的圖謀。對於
江青集團來說，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
理，將會對他們極為不利。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江青有
預謀地在會上發難，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挑
釁。鄧小平在會上據理力爭，頂撞了江青。

西拓有迫切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台北消息 在台灣創立
已24年的《獨家報導》雜誌，積欠員工超過3個月薪
水，9日突然倒閉。
由沈野所創立的《獨家報導》，極盛時期是傳統髮廊
最愛的周刊。幾年前因隨刊附送影星璩美鳳遭偷拍光碟
更是聲名大噪，不過最後因涉妨害秘密罪遭求刑，沈野
之女沈嶸代父入獄一年。
不過，近年經營艱困，把原本數十人規模縮編到剩下
12人。原本預計在2月9日出刊後結算薪資，沒料到印刷
廠因雜誌社積欠帳款拒印，導致員工們的薪水也沒有
落。另據透露，去年沈野病逝，其女兒沈嶸和現任總編
輯就爆發經營權爭議而鬧上法院。

■麻婆豆腐把四川菜的辣運
用到極致。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旺報》報道，台
灣外貿協會已就赴大陸設立辦事處完成評估，
根據評估，貿協認為大陸是正在崛起的市場，
赴大陸設辦事處「有迫切需要性」，至於設立辦
事處數量，「10個也不嫌多」。
報道稱，兩岸經合會首次例會將就兩岸經貿
團體互設辦事處展開協商。據了解，台方內部
一度傳出由民間團體先行，因此，具民間團體
身份的台灣工業總會可能捷足先登，而台灣外
貿協會反處於落後局面，這也引起貿協的關
切。
不過，貿協認為，貿協目前有許多市場推廣工
作，且拓展大陸市場是貿協重要業務，大陸又是正
在崛起中的市場，全世界都聚焦在拓展大陸市場，
貿協身為協助台灣廠商拓展大陸市場的尖兵，到大
陸設立辦事處「有其迫切需要性」。
貿協副秘書長黃文榮說，全球各地拓展大陸
市場的動作都相當積極，像韓國外貿拓展協會
就積極擴編大陸拓展據點，今年預計在大陸增
設15個據點，且每個據點人數幾乎都是台灣貿
協的數倍。

中通社9日電 福建省龍岩市一名公
務員近日被曝光，連續9年未曾上過一
天班，卻天天照領工資。這位公務員
被內地網民稱為「中國最牛的公務
員」。
據人民網報道，「最牛公務員」江
進祥受聘於福建省龍岩市城建監察支
隊，是該隊的一名科員。

南國
春早

網民質疑或有「黑幕」
龍岩市城建監察支隊介紹，江進祥

從2003年10月29日由龍岩市人事局介
紹到支隊工作，但從未報到，沒有上
過一天班，工資卻照發。這給支隊的
管理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有的隊員
出工不出力，有的無故曠工，支隊也
無法處理，嚴重影響了市城建監察支
隊的隊伍建設和城建管理。」
事件在內地網上曝光後，引起眾多
網民嘩然。不少網民質疑一個公務員9
年沒有上班，但工資照發，也沒有人
過問，質疑這背後是否藏有「黑幕」。

■今年春節黃金周全國旅遊接待和收入增長均將超過15%。圖為來自北京
的遊客在氣候溫暖的海南瓊海海濱拍照留念。
新華社

專家：熱銷寵物兔 或是「健康殺手」

豫5年研成逾百汝瓷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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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通訊
員 桂焱煒 河南汝州報道）近日，隨
由河南汝州市瓷藝坊研製開發的汝瓷
新產品玉兔送福成功燒製出窯，該坊
經過5年科研攻關已累計研製開發出孔
雀瓶、中華瓷王、盛世中國、吉象如
意、一帆風順等汝瓷新品種達100多
個。
汝瓷始燒於唐，鼎盛於宋，但傳統
的汝瓷工藝由於原料細、胎質薄、成
形難，成品率低。因此歷史上汝瓷留
下的仿古件僅有18個品種，且品種單
調、造型簡單，很難適應市場經濟條
件下汝瓷發展需求。
1992至2005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工
藝美術汝瓷廠先後從事模型、成型、
燒成等工作，歷任車間管理員、工段
長、車間主任等職，今年42歲的劉軍

正，為了繼承汝瓷傳統工藝，繁榮和
發展汝瓷文化事業，攻克汝瓷歷史遺
留下的技術難題，自2005年自籌資金
創辦瓷藝坊以來，積極投身汝瓷新產
品的研製開發。

產品屢得獎 遠銷海外
五年中，他翻閱了大量古書，借鑒
其他工藝品造型，根據汝瓷燒製原理
進行科技創新攻關，並通過對汝瓷原
料的加工、汝瓷燒製過程進行成百上
千次的反覆觀察、摸索、試驗，最終
攻克了技術難關，先後研製生產出新
品種100多個。他研製開發出的新品種
先後在國家、省陶瓷技藝比賽中屢獲
大獎。其產品還遠銷美國、英國、澳
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台灣等10多
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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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9日報道，
從純種垂耳兔到可愛獅子兔，從侏
儒 兔到長毛兔⋯⋯兔年春節來臨之
際，寵物兔成為各地花鳥市場熱銷的
商品。然而，據獸醫專家說，寵物兔
暗藏的各類疾病不容忽視，而大部分
寵物店並未將這一消息傳遞給消費
者。
在柳州、南寧等地的花鳥市場和寵
物商店，農曆兔年之際，寵物兔銷售
頗為旺盛。位於柳州市東環大道上的
一家寵物店老板說：「春節前進了80
多隻荷蘭垂耳兔，還沒到年初五就基
本上售罄，現在還要加快進貨。」
然而，在柳州、南寧的23家寵物店

荷
蘭
垂
耳
兔
店主均聲稱：「寵物兔不會有病菌，
很安全。」
廣西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專家介紹，
目前進入中國市場的寵物兔，大部分
是來自荷蘭、英國等國的二代甚至三
代產品。這部分產品儘管進入中國境
內的時候，經過嚴格的檢驗檢疫。但
不能確保第二代和第三代產品身上沒
有各類病菌。
醫學專家建議：購買寵物兔首先要
選擇有明確進貨渠道的寵物店，隨後
還要進行相關的消毒、注射疫苗等預
防措施，一旦被寵物兔咬傷或抓傷
後，應及時前往醫院處理傷口，根據
醫生的建議決定何時注射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