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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兩岸高校「海辯」福州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大學生
辯論賽（簡稱「海辯賽」）22日在福州拉開序幕，兩岸各有8所高校
參與。
此次參賽隊伍陣容強大、其中的廈門大學、世新大學、東吳大學曾

經在該項賽事奪冠。據悉，本屆辯題通過網上搜尋、社會徵集和專家
出題等方式廣泛收集，從中遴選出三個比賽辯題：青年人跳槽有利於
還是不利於個人職業發展；婚前財產公證是對婚姻的保護還是對婚姻
的傷害；延長退休年齡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到本屆為止，台灣有20多所高校選派代表隊參賽，大陸有21個省

區市的近40所高校選派代表隊參賽。

台灣熱議禁播《哆啦A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日本動畫片《哆啦A
夢》近日在台灣受家長和教師質疑，認為會助長校園暴力，陷禁播漩
渦中。據台媒報道，有家長和教師認為，《哆啦A夢》助長校園暴
力，「不是一部適合兒童長年觀看的卡通」，要求台灣華視立即「自
律下架」。
有台灣網友發表文章，評點《哆啦A夢》中的主要角色如大雄及胖

虎，一個遇到事情只會哭訴，一個不順心就揍人，均非小朋友理想榜
樣。該網友文章被不少媒體轉載。台灣「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表示，從來沒有說要下架停播《哆啦A夢》，也尚未安排委
員會討論此案。

台外銷訂單連增5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21日公佈的

數據顯示，台灣6月外銷訂單金額為388.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0.6%，連續5個月增長。
扣除春節因素，這一數據也創台灣前年12月以來最大增幅。台經濟
主管部門統計處處長林麗貞表示，增幅創下新高，除了上年度同期基
數偏低之外，主要由於各外銷貨品出現明顯增長。
觀察6月主要訂單貨品類別，除精密儀器外，其他產品均較去年同

期成長。其中電子產品因手持行動裝置需求持續增長，帶動半導體、
芯片、DRAM等相關產業供應鏈需求暢旺，整個電子產品類別訂單金
額同比增長17%，表現亮眼。
數據顯示，台灣主要外貿對象大陸6月接單量出現增長，增幅為

14.5%。今年上半年，台灣外銷訂單金額總計達2204.6億美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5.4%。

■台中教育大學在揭幕戰首先亮相。 陳新宇 攝

颱風携暴雨襲台 南北停課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前副總統」
蕭萬長22日參加天下雜誌舉辦的天
下經濟論壇夏季場時表示，兩岸已
從過去合作轉為競爭，為了避免零
和賽局，兩岸應建立新的分工合作
模式，創造雙贏。
據中央社報道，蕭萬長指兩岸的經

貿關係正產生變化。過去兩岸合作為
台灣帶來可觀的紅利，不過近年兩岸
經濟轉型也帶來新的問題，例如大陸
對台灣人才、技術與資金的磁吸作
用，大陸挖角台灣人才、仿效抄襲技
術、複製台商的經營模式。
蕭萬長表示，這使大陸與台灣從

過去的合作轉變為競爭關係，也反
映兩岸經濟轉型的新賽局，導致台
灣對於服務貿易協議的疑慮和產生
反對兩岸簽訂服貿協議的舉動。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將在
明年建置完成，而中日韓的自由貿
易協定也將在今年底前簽定完成，
台灣有被邊緣化情況，蕭萬長說，
台灣競爭力受到影響，遭受沉重的
壓力。
蕭萬長認為，兩岸已從過去合作
轉變為競爭，兩岸應該建立新的分
工合作模式，創造雙贏。

蕭萬長：兩岸合作避零和創雙贏

■蕭萬長為活動開幕致詞，分享對兩岸經濟趨勢的見解。 中央社

由於颱風麥德姆來襲，台灣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同步提升為一級開設，馬英九

22日晚七時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視察。

災害應變中心完成一級開設
22日下午，台宜花東地區（宜蘭、花
蓮、台東）已經出現大雨，氣象局預測，
22日入夜後到23日隨着暴風圈逐漸通過
陸地，各地風雨都會明顯加劇，提醒山區
要嚴防坍方、落石及土石流，低窪地區要
慎防淹水，河川慎防溪水倒灌。
台「國防部」22日上午已作好防災準

備，目前待命兵力計有5萬5千餘人、預
置兵力2千3百餘人及24架飛機等災防
裝備整備。軍方災害應變中心亦已於22
日早上8時完成一級開設，並通令各軍
司令部（指揮部）、作戰區持續掌握颱
風後續發展，完備各項防颱及救災整
備。2輛AAV7兩棲突擊車22日早抵宜
蘭蘇澳鎮公所，將協助應變「麥德姆」
可能帶來的災害。

飛內地航班多取消或延遲
而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

新竹縣市、桃園縣、苗栗縣、屏東縣、宜
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等多個縣市政府宣
佈，今日轄區各機關學校停止上班上課。
水上交通方面，「麗娜輪」取消22日

及23日台北往返平潭的班次，此外泉金

航線於22日下午開始停航，23日也將
繼續。航空交通方面，台灣多班往來香
港、瀋陽、桂林、南寧、張家界、武
漢，及日本東京、石垣島、琉球、韓國
濟州島的航班取消或延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第十號颱風「麥德姆」逐漸吹襲台

灣，暴風圈22日晚深夜已籠罩全台灣，其中東部的花蓮等地全日更出

現逾360毫米的超大豪雨。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及花蓮縣等

多個縣市政府宣佈，23日轄區各學校機關停課停工。台鐵22日下午

亦宣布，阿里山森林鐵路嘉義至奮起湖本線及森林遊樂區內各支線，

23日及24日全面停駛。而台軍方目前已規劃待命兵力5萬5千餘人及

飛機24架等災防裝備整備。

阿里山鐵路停駛 軍方兩棲突擊車應變

■台北下午放學下班時間下起間歇性大
雨，大風將民眾的傘吹到變形。中央社

前天（21日）一位網
友「平陽草根新聞」將幾
張香艷的比堅尼模特洗車

圖上傳至微博，引來不少網友
跟帖「求地址」。經核實，這
只是浙江省平陽縣鰲江鎮一家
洗車店的商業噱頭，模特是店
方請來的「臨時工」。
洗車店負責人周先生稱：

「前天試營業，一個股東提出
用『香車美女』搞宣傳，所以
從朋友那裡借了幾輛豪車，還
請了幾個模特助興。」
洗車店試業當天和次日，店方總共

請了四位模特，每人每天1000元。她
們並非真的洗車，只是在現場擺擺姿

勢吸引眼球。對於該洗車店拿比堅尼
模特做噱頭，一些網友表示司空見
慣。但也有網友表示，要想俘獲顧客
的心，還得靠專業的服務。 ■溫商網

生劏鱷魚做燒烤每串20元 市民不敢嘗

5．12大地震後，臥龍的部分大熊貓搬遷到四川雅安市北的
碧峰峽。圖為碧峰峽的一隻大熊貓抱着類似紅球的物體，表現
得若有所思的樣子。 中新社

比堅尼美女「洗車」 網友求地址
前天（21日）一位網

友「平陽草根新聞」將幾
張香艷的比堅尼模特洗車

圖上傳至微博，引來不少網友

前天（21日）一位網
浙
江

近日瀋陽有一家燒烤店異常熱鬧，該店
推出一道吸引眼球的烤肉——孜然鱷
魚。每串烤鱷魚售20元（人民幣），儘

管店主稱烤出來的鱷魚肉質鮮美、外焦裡嫩，
卻很少人購買，大多數市民僅圍觀拍照，不敢
光顧。

20日當天，遼寧省瀋陽市驚現鱷魚燒烤，
據悉瀋陽街頭的一個燒烤攤上，一條近一米長
的鱷魚擺放在案台，20元一串現烤現賣的招
牌宣傳，不少市民前來圍觀。
天津街的興順夜市，一家張貼烤鱷魚肉的攤

位前，一隻1米多長的活鱷魚兩眼瞪着，上下
顎被膠帶纏死。「現場殺鱷魚，保證新鮮，一
串20元。」攤主在旁邊高聲的吆喝，案板
上，已經有隻鱷魚被殺，頭和身子各放一邊。

圍觀食客：像看恐怖片
有位圍觀食客說：「太嚇人了，1米多長的

鱷魚，頭都被割下來了」。「是啊，這是吃燒
烤還是看恐怖片啊，我是想嘗鮮來着，你這血
淋淋的鱷魚頭擺在案板上，我哪有胃口吃。」
有些群眾對老闆的做法十分不滿，希望老闆只
將肉放在外面就好了。

■新藍網

本月19日，107名來自
美國俄勒岡州聖瑪麗中
學、亞特蘭大及印第安納

波利斯等6所孔子學院的師生來
到河南，他們在接下來的10天
裡將集中在嵩山少林武術職業學
院學習少林武術和中文，同時聆
聽少林武術文化講座，體驗「漢
子星」中文學習系統，學習剪
紙、書法以及摺紙、編織等中華才藝。
此外，他們還將分赴國家漢語國際

推廣中小學基地鄭州四十七中、洛陽
一高、鄭州九中及鄭州第九十六中學

進行訪問交流、住家體驗，參觀河南
博物院、洛陽龍門石窟，感受博大精
深 的 中 原 文 化 的 獨 特 魅 力 。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攀鄭州報道

近日瀋陽有一家燒烤店異常熱鬧近日瀋陽有一家燒烤店異常熱鬧
推出一道吸引眼球的烤肉—————
魚。每串烤鱷魚售20元（人民幣

管店主稱烤出來的鱷魚肉質鮮美 外焦裡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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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血癌男友
痴情湘女穿婚紗

今年24歲的李真，出生湖南省懷化農村。他讀大一時認識了邵陽女孩向華，兩人

很快成為情侶，這對小情侶雙雙考上研究生。當他們努力打工籌學費時，沒想到李

真得白血病（又稱血癌）。如今為給男友治病向華把學費全用光，日夜照料男友，

不離不棄。日前向華穿上白色婚紗，她在長沙市湘雅醫院的病房向李真求婚，

並拍攝婚紗照。「等你病好了，我們就結婚！」 ■華聲在線

嫁

自相識5年的男友李真本月3日因
急性白血病住院後，22歲的向華

就擔起了照顧他飲食起居的責任。

花光學費 募逾4萬善款
向華回憶，他們一起考研，還先後

被大學研究院錄取。為籌集學費，兩
人努力打工賺學費和生活費，向華還
向舅舅借了 15,000 元（人民幣，下
同）。6月下旬，李真突感尾骨疼痛，
而且高燒不退，向華陪他到湘雅醫
院，被診斷為急性白血病。
為給男友治病，向華花光學費。主
診醫生預計，包括前期檢查、骨髓移
植及術後期治療在內需要70餘萬元。

這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個
天文數字。李真父母得知兒子患病，
抵押了農房，再加上去親戚朋友那裡
借的錢才籌得30萬元，化療後已經所
剩無幾。猶幸李真好友朱彥光和向華
建立「為李真加油」QQ群，他呼籲校
友為李真籌集善款，短短幾天，成員
就有200多人，募集善款4萬多元。
辦理住院手續後，向華決定留在男
友身邊照顧他。向華為給李真換藥，
經常不敢閉眼。李真的大哥稱，向華
一個女孩堅守病床旁，「讓我們都很
感動」。有日下午，向華換上婚紗，
她俯身對李真說：「等病好了，我們
就結婚。」

心臟缺陷女童獲免費手術脫險
悅悅今年一

歲，河南籍，經
醫院檢查，她左心室只及正常
孩子1/4大，患複雜的先天性
心臟病，急需手術治療。但因
家貧無力負擔昂貴醫療費，只
好聽天由命。及至今年 6月
初，悅悅住進泰心醫院。經審
核她符合救助條件，泰心醫院
便為她施行免費手術。
上月17日，劉志剛副院長

為小悅悅主刀手術，幾小時後，悅悅
的小心臟正常跳動了，並煥發出新生
機。
但悅悅仍然處在危險期，曾經歷多

次心衰危險，醫護人員最終幫助她由
呼吸機輔助過渡到自主呼吸，脫離生
命危險，目前她已康復出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孫世君 天津報道

美國高中生學少林功夫

5．12大地震後，臥龍的部分大熊貓搬遷到四川雅安市北的
大熊貓若有所思

■鱷魚擺放在瀋陽街頭一燒烤攤位上。網上圖片

■近日，平陽鰲江一洗車店內，兩名女子穿
比堅尼洗車。 網上圖片

■醫院的醫護人員正為悅悅進行手術。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穿着統一衣裝的美國高中生練習抱拳。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向華穿婚紗出現
在男友李真的床邊，
深情一吻。 網上圖片

■向華在病房穿上婚
紗跟李真拍婚紗照，
兩人臉上露出幸福笑
容。 網上圖片

本月19日，107名來自
美國俄勒岡州聖瑪麗中
學、亞特蘭大及印第安納

波利斯等6所孔子學院的師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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