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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宴、生日宴常有，也有
人高調辦過離婚宴，可高調慶
祝「擺脫小三」，「確實很罕

見。」網友日前上傳一條寫着「熱烈
慶祝李斌先生擺脫小三，苦盡甘來」
的橫額照片，湖南省長沙市寧鄉春城
南路的一家飯店外，數十花炮齊放，
一幫兄弟設宴祝賀朋友李斌（化名）
與小三結束婚外戀。
今年26歲的李斌在過去一年中，

有過一段婚外戀，但兩人分分合合數
次，糾纏不清。朋友葉先生說，為了
幫助李斌徹底斷掉這段「孽緣」，其
中八個兄弟集結智慧，想出這一招。

擺了兩桌款待親友，大家拍照傳至微
博、微信朋友圈。「小三」看過照片
後應能感受到他們的用意，「雙方肯
定都死心了，不可能再相互糾纏
了。」 ■《瀟湘晨報》

四川善心翁免費燒開水

載

站崗學警遇「女魔童」
被當假人咬手

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
的兩隻「少年」大熊貓
「卯卯」和「酉酉」，
18日首次坐飛機出行，
一同前往江蘇鹽城大豐
動物園的新家落戶。兩
隻熊貓的名字取自大豐
市的母親河「二卯酉
河」，工作人員為牠們
在旅途中準備了150多
公斤新鮮竹子，還有窩
窩頭、蘋果、胡蘿蔔等
餐外甜點。

■本報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

好友鬼馬設宴 助癡男「擺脫小三」

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

熊貓兄弟搬家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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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5歲小女孩日前經過浙江警察學院門口時，看到校
門口穿制服站崗執勤的學生站得筆直，以為是個假人，為
了驗證站崗的人是真是假，竟然就在他手指上輕輕咬了一
口。孩子變魔童？
浙江警察學院大二學生胡同學日前經過學校，目睹這一
事件，這張「咬人」照片的配圖文字說「站崗最痛苦的事

就是這樣被小魔王咬」。
「門口由誰站崗，是按班級輪的，每個學生都有機會輪

到，一個人站幾分鐘再換下一人。現在雖然還沒到開學時
間，但是學院裡已經很熱鬧了，除了有暑假沒回家的同
學，還有早早來排練的同學。」胡同學說，「排練是為了
準備11月的杭州首屆警察運動會。」 ■《都市快報》

幾年前，打扮潮酷的流浪漢
「犀利哥」因網絡一炮走紅，創
造了草根奇跡。今天，在湖北漢

口武廣附近，一位高達1.8米，紮着
馬尾，更加歐陸文藝feel的拾荒男，
他手中原本應土得掉渣的蛇皮袋硬是
拎出了名牌LV包的感覺，引起網友
的驚嘆。
據網友拍攝的圖片來看，這名拾荒

者面容清秀，穿的衣服看起來都是撿
來的，但搭配和打扮非常入時，他在
武廣附近活動，專挑垃圾桶裡的礦泉
水瓶子撿，年紀大概在20歲上下。這
名「帥氣」的小伙紮着馬尾，還非常
「正式」地穿着大衣，身後還拖着他

一天辛勤工作後收穫的「戰利品」。
■中國青年網

高帥拾荒男 拎蛇皮袋如LV
幾年前，打扮潮酷的流浪漢

「犀利哥」因網絡一炮走紅，創
造了草根奇跡。今天，在湖北漢

口武廣附近，一位高達1 8米，紮着

一天辛勤工作後收穫的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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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5歲小女孩以為站崗的學生警察是假
人，竟然咬手作驗證。 網上圖片

■寧鄉縣城一家酒樓前掛着「擺脫小
三」的橫幅。 網上圖片

■在湖北漢口武廣附近拍攝到的拾荒
男。 網上圖片

去年12月，施永清因為腰疼，無法堅
持送水，其老伴王彩仙接下丈夫的班，
堅持免費燒開水，被人們尊稱為「開水
奶奶」。據施永清的家人介紹，17日早
上，他自己在家照顧自己，老伴王彩仙

就出門辦事，回家時發現施永清已經沒
有了呼吸，享年77歲。施永清離世的原
因，可能是因為心肌梗塞導致離世。

受好心婆婆觸動
施永清生前曾講述，免費為市民燒開

水，他是受到一位好心婆婆的觸動。大
約10多年前，他在西昌南街發現一位老
婆婆常年義務為路人提供開水，當時取
水喝的多為進城賣菜的農民。不過，沒

過多久，老婆婆和供水點都不見了。於
是夫婦倆決定，接過老婆婆的「槍」，
為市民免費燒水供水。
2004年清明節，施永清和老伴在三岔

口西路雙獅電器門口為路人建了一個免
費供水點，他們買來保溫桶，寫着「免
費供開水」幾個字，放在一個好心商家
的門口。在家燒好開水後，提上街倒進
保溫桶，提供一次性紙杯，路人口渴
了，坐下來，喝點水再走。從那時開
始，一送就是10年，風雨無阻。

「喝免費水 心裡暖暖」
諶大姐說，清潔工小組一共有18名工
人，他們每天都會到這個開水點接水
喝。今年67歲的黃永才跑三輪車已10多
年，在這裡喝免費開水也已有10年。他
也豎起大拇指，「無論春夏秋冬，在這
裡喝一口免費開水，覺得心裡暖暖
的。」
施永清雖然離世，但王彩仙和他的兒

子們表示，要將父親的「開水」事業繼
承下去，繼續免費為市民送開水。

四川西昌免費為路人燒

開水 10 年的「開水爺

爺」施永清日前因病離

世 ， 令 人 惋 惜 。 2004

年，施永清夫婦希望為西

昌市民做點好事，開始合

力為市民免費燒開水，每

天給清潔工、車伕等在辛

勞工作中喝一口清水，從

此 就 被 稱 為 「 開 水 爺

爺」，而這一燒就堅持了

10年。 ■四川新聞網

送

■「開水爺爺」在路邊免費燒
開水，為市民送暖。網上圖片 ■「開水爺爺」的靈堂。 網上圖片

■「開水爺爺」的保
溫桶。 網上圖片

暖十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島內興起一陣「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風潮，不少政治人物包括連勝文、朱立倫都親身示
範，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19日也濕身做公益。不過，被點名的國
民黨主席馬英九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都婉拒冰桶挑戰，表態以捐
款方式支持公益，讓一眾想看馬、蔡濕身的觀者大失所望。
據中通社報道，代表國民黨參選宜蘭縣長的邱淑媞19日上午參

加「冰桶挑戰」，完成後點名馬英九。馬英九發言人馬瑋國回應
稱，為響應關懷漸凍人，馬英九也將捐款給台灣運動神經元疾病
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至於蔡英文則在臉書（facebook）上
婉謝潑冰水挑戰，但強調以捐款方式支持「漸凍人協會」。
「冰桶挑戰」旨在為漸凍人募款，挑戰者可選擇拿起一桶裝滿

冰塊的冷水朝自己潑下去，或捐100美元，或兩者都做，完成後
還可指名3名挑戰者，挑戰者必須在24小時內回應。

馬蔡拒冰桶挑戰 怕濕身只認捐

香港文匯報訊 備受兩岸人民關注的「新竹－平潭兩岸接力橫
渡台灣海峽」活動，14名兩岸游泳好手18日齊聚新竹南寮，在鳴
槍儀式後開泳，台灣和大陸選手將以交替接力方式，以72小時挑
戰泳渡台灣海峽。
中華成人游泳協會理事長林添進表示，當天海象很好，溫度約
28度，每位選手約游3小時，最適合海泳挑戰。在選手安全維護
方面，除了有避鯊器、水母衣等防護措施，更有補給輪及遊艇隨
行在旁戒護。

兩岸泳手挑戰橫渡台灣海峽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楊秋興19日於市議會召
開高雄氣爆案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上，批評市府處置不當，「應作
為而未作為」，如果說榮化是「禍首」，陳菊就是「罪魁」。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楊秋興批評市府處置不當，應作為
而未作為，7月31日傍晚5、6點就有市民報案，8點多消防局才
到場處理，陳菊於旗津宴客後9點回到官邸，還將水溝蓋冒出的
白煙誤判為登革熱消毒，氣爆後，3:15才趕到前進指揮所。

楊秋興批陳菊：氣爆罪魁

人口老化 台十年後3.6人養1老
晚婚少育成禍首 負增長提早來到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發展委員會會議18日
通過2014至2061年的台灣地區人口推計

案，以高、中、低3種速度推計的人口零增長
情形將分別出現在2026年、2021年及 2019
年。依中推計來看，人口零增長將出現在2021
年，總人口數最高峰為2360萬人，而零增長後
的1年將呈現負增長；換句話說，2022年台灣
人口數將呈現衰退，並逐年遞減，比2年前的
推估提前了4年，主要原因就在於晚婚少育、
生育率拉不上來。
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將由
2014年的 12%，上升至 2061年的 41%；其
中，80歲以上人口佔老年人口比率，也將由今
年的25.1%，大幅上升為2061年的43.2%。

勞動人口持續下降
至於15至64歲工作年齡人口數將於2015年

達到最高峰的1736.9萬人，之後持續下降。工

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則將由今年的74.1%
持續下降至2061年的50.4%。
據《經濟日報》報道，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扶老比」（每一百名青壯年工作人口所需扶
養的老年人口）的急劇攀升；相反，扶幼比將
減至17.2%。當前扶老比雖僅16.2%，但是十
年之後就將增為28%，二十年後就將為43%，
也就是現在一個老人本可由六個年輕人共擔照
顧之責，十年後年輕人人數將減為3.6人，等
到2034年時，幾乎每兩個年輕人就得要照顧一
個老人，老年人將成為台灣年輕人最重的負
擔。
發展委員會建議，各主管機關應針對人口結
構老化、工作年齡人口減少等可能衍生的政策
挑戰，就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外勞政策、移
民政策、教育政策、留學政策、退休制度、老
年經濟保障制度及醫療照護制度等，進行全面
且前瞻的檢視，研提因應對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將使青壯的勞動世代負

擔一年比一年沉重。根據台灣發展委員會18日推估，今年平均約每6個年輕人

可共同分擔扶養一個老人，隨着老年人口增加，青年人口萎縮，十年後，平均

每3.6個年輕人就得擔負起照顧一個老人的責任。另外，人口負增長則將提早4

年到來。

張顯耀哭訴寫遺書 爆「被辭」內幕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陸委會前副主委張顯耀無預警「被
去職」，他19日得知調查局介入調查後，在接受電視專訪
時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做不法的事，馬英九、陸委會主委
王郁琦都是知道的，還激動落淚地表示，遺書都已經寫
好，交給律師。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行政院」16日公佈4名副首長

人事令，表示陸委會特任副主委張顯耀因「家庭因素」
去職，因為太過突然，引起關注。緊接張顯耀17日發表
聲明強調自己是「被離職」後，陸委會隨即改口稱張是
「調職接受調查」，離職事件瞬間變成羅生門。
張顯耀19日在TVBS預錄的政論節目《麗文正經話》

接受專訪時透露，王郁琦14日告知他必須去職，理由是
洩密，必須調查。但張回應，拿這種理由沒人會相信，
希望知道真正的原因。

自稱被打壓
張顯耀在節目中一再重申自己沒有對不起台灣，更沒
有對不起馬英九。他表示，自己為台灣盡力，不料竟遭
到如此打壓。
張顯耀說，他「已經把去職的真正秘密寫在我的遺言
裡」。他也澄清，自己和王郁琦關係良好，沒有不合，
工作也沒有接觸錢，因此去職不會跟錢有關。

■台發會副主委黃萬翔(右二)說明台灣人口推計資料。 網上圖片

■台灣人口老化，8年後
將負增長。 網上圖片

老人佔總人口比率
老人 2014年 2061年
65歲以上 12% 41%
80歲以上（佔老人比率） 25.1% 43.2%
工作人口
15至64歲工作人口 74.1% 50.4%

■邱淑媞潑冰水做公益，點名馬英九。 中央社

■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
耀19日於電視台錄影後
離去。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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