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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浙江余姚的杭州灣近日出現了一條七
彩油污帶，該處海塗邊不時有卡車前來傾倒垃
圾，散發惡臭，蒼蠅成群，大量野生海鳥的生
存環境面臨威脅。 網上圖片

「彩虹」

《飛越歐洲的
雄鷹——拿破崙
文物特展》日前

在湖北省博物館開幕，
280餘件拿破崙私人物
品首次在中國展出，從
睡衣、洗漱等生活用
品，到少年時期寫給表
弟的親筆信、學生時代
的數學書，以及加冕儀
式上使用的手杖、腳
墊，在位期間簽署的重
要文書，沾有血跡的襯衣等，是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文化交
流活動之一。
文物展示了拿破崙從科西嘉島到聖赫勒那島長達五十多年

的傳奇歷程，通過拿破崙的自述以及不同階段中代表性人物
的評價，讓中國觀眾近距離了解這位對法國及世界歷史影響
深遠的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晶湖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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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褲藏龜避安檢 男孩險遭咬

拿破崙染血襯衣首在華展出

陳爸爸說，從兒子7歲起，每天放學後都會
去書店看1個小時的書，並且興趣廣泛，

童話、名人傳記、科普作品都有涉及，而通過
這些閱讀，兒子也逐漸養成了自學的習慣。
「他一直在超前學習，在家裡學習後，還會
自己找卷子來做，再自己打分。」陳爸爸說，
那種家長總是要提醒、催促孩子去學習的場
景，幾乎沒有在自己和兒子身上發生過。「我
們鼓勵他自學，只有主動地學，才是開心的，
才能學到東西。」

留家半年 小學直跳高中
陳勇豪當年讀完小學3年級後，爸爸決定讓兒
子跳級到6年級。此後由於陳爸爸工作調動，一
家人搬到了成都，陳勇豪則在家裡自學半年
後，直接從小學6年級跳級高中1年級。

陳爸爸說，兒子的學
習自主性很強，在家自
學半年期間，周一到周
五每天都安排了7節課
的自學時間，內容涉及
初高中的各科知識，自
己做的試卷也能取得不
錯的成績，「我們認為
他的能力已經具備
了。」
面對這令人稱奇的學
習經歷，陳爸爸卻坦
言：兒子其實天資普

通，並不是什麼天才。小學1年級剛入學時，陳
勇豪的成績並不算好，甚至連筆都拿不穩，
「老師曾經為此批評過我，說我這個父親不稱
職。」直到升入2年級，這種情況才慢慢好轉。
高中班主任曾濤回憶，當11歲的陳勇豪來到
班上時，一度引起轟動，「整個學校都沒有這
麼小的高中生」，同學都叫他「Eleven」。曾濤
評價，陳勇豪是一個學習效率極高的學生，
「他自己制定了一個作息時間表，時間
安排都以分鐘來計算」。在高三巨大的
學習壓力下，陳勇豪仍能保持在晚上10
點半睡覺。
「你給孩子什麼，他就得到什麼。」陳
爸爸強調家長最關鍵的是培養起孩子自主
學習的能力，「有了這個能力，今後不管
孩子幹什麼相信都能做好。」

13歲是從小學過渡到中學的年紀，四川13歲少年陳勇豪8月30日卻已到大學

報到，就讀東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據了解，陳勇豪今年的高考成績超過

一本線，此前他曾兩次跳級，只上了4年小學、2年高中，沒有上初中。但陳爸

爸否認孩子是天才，稱是孩子自學能力很強，一直在超前學習。 ■《天府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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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謝地，幸好及時發現，不
然小雞雞被咬可怎麼辦啊！」廣州
白雲機場日前出現驚險一幕：準備
上機的8歲男童聰聰捨不得扔棄心
愛的寵物龜，竟將其藏於內褲以避
安檢。所幸安檢員及時發現，小男
孩才沒被咬傷。李奶奶被嚇得直拍
胸脯，許久沒緩過神來。
工作人員安檢時發現聰聰的襠部
特別突起，甚至還有動靜，聰聰遂
用雙手遮擋。「我的小祖宗，你是

不是把小烏龜放在內褲裡啦？快點
給奶奶看看！」李奶奶覺得情況不
妙，頓時慌張起來。

襠部悶熱 龜探頭納涼
安檢員急忙拉開聰聰的褲子，只
見一隻烏龜緊緊貼聰聰的皮肉，
伸出頭左右搖晃。可能是在襠部過
於悶熱想探出頭來納涼。在場人員
都驚呆了，如果烏龜錯將聰聰的小
雞雞當成食物吞食或者深咬一口，

後果將不堪設想。
安檢員迅速將烏龜從聰聰的襠部
取出。經仔細檢查，小男孩的命根
無大礙，只是由於被烏龜蹭過，局
部皮膚發紅。
「小朋友，這隻小烏龜叔叔幫你
先養，待會兒讓您爸爸媽媽過來
拿回去，好嗎？」「好，那你可要
好好待牠哦！」聰聰由悲轉喜，小
手擦淚水，依依不捨地留下了小
烏龜。 ■《廣州日報》

大學生奔波籌款 救白血病鄰居
開學在即，河南90後大學生張高峰卻

無心準備開學事宜，他帶身患白血病
的鄰居蘇老九及其一家人從汝州趕到鄭

州診治，四處奔波尋求幫助，也希望他的一雙
兒女不要因此輟學。
據《大河報》報道，張高峰暑假回家，

得知鄰居「老九哥」患上白血病後寢食難
安，「以前自家條件不好，鄰居老九總是給
他們家幫忙，現在老九身患重病，自己怎麼
能坐視不管呢！」
通過媒體宣傳，張高峰這一舉動感動了
許多人，多家慈善機構和愛心人士紛紛向蘇
老九捐出善款。張高峰所讀的湖南工學院也

在校園網發出募捐信息並呼籲學生們「向張
高峰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攀、楊洋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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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峰照顧床上輸液的蘇老九。
網上圖片

■沾有血跡的拿破崙襯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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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的禮帽。
香港文匯報湖北傳真

■工作人員安檢時發現聰聰襠部突
起，甚至還有動靜。 網上圖片

■到大學報到的陳勇豪被媒體包圍。 網上圖片

■陳勇豪兩度跳級，跳過了讀
初中的人生階段。 網上圖片

「九合一」登記
連柯互轟滲臥底
藍責綠杯葛議會 綠斥藍自創危機

6架阿帕奇抵台
2017年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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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新聞網報道，台
聯「立委」葉津鈴8月31日指出，2015
年度台當局總預算歲入17,993億（新台
幣，下同），歲出19，單機價格約7.9億
餘元新台幣597億，差短1，單機價格約
7.9億餘元新台幣604億，台當局財政入
不敷出，每年平均要舉債二千多億，
2015年因為高估課稅收入，表面赤字減
少，然而看不見的潛藏負債卻增加逾1.5
萬億更為可怕，台當局再不積極進行年
金改革，台灣必定希臘化，庫房遲早會
破產。

財改法案審查毫無進度
葉津鈴表示，根據「財政部」資料，截

至目前台當局的債務，1年以上債務未償
餘額52,861億元，短期債務未償餘額1,600
億元；平均每人負擔債務23.3萬元。下任
「總統」就面臨無債可借的窘境。
葉津鈴指出，不管這些潛藏負債數字的
正確性，各項年金準備金不足，潛藏負債
嚴重是不爭的事實。葉津鈴說，但是過去
一年以來，攸關財政改革的年金法案都被
凍結在委員會，審查毫無進度，本屆「立
委」恐怕難以三讀，但改革越晚，對台灣
的財政壓力就更加沉重。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台陸軍向美國採
購30架阿帕奇直升機，8月30日上午第四批6架直升機
抵達高雄港，8月31日台軍方在美方協助下，完成兩架
阿帕奇直升機組裝並進行試飛，吸引不少軍事迷近距離
觀看。
台陸軍向美國採購的30架AH-64E阿帕奇直升機，

含後勤、人員訓練等總價新台幣593億餘元。台軍指
出，按照合約，最後一批6架阿帕奇年底前要全數交
機，不過，要等人員換訓、飛行員到位後，預計
2017年才會正式服役。

據中央社報道，依照台當局公告的時程，選舉將於
9月1日至9月5日受理候選人登記申請；10月27

日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11月13日公告「六都」市長
候選人名單；11月18日公告「六都」市議員、縣市議
員、縣市長選舉候選人名單；11月29日舉行投票、開
票，投票時間從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楊秋興：陳菊冷血應被淘汰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近日加強火
力猛轟對方。馬英九表示，民進黨想要執政，但無法
好好處理對大陸事務，民眾如何能放心？兩岸服貿協
議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立法院」不審查，「排案的時
候民進黨就霸佔主席台讓你無法開會」，國民黨在下
個會期會努力改善這個情況。
蔡英文則批評國民黨自己創造危機，每天都必需救
火，又指從去年9月「馬(英九)王(金平)之爭」後，馬政
府根本沒有心力為台灣做事，台當局顯得很忙，但忙
的都是與台灣建設、經濟發展無關之事，「立法院」

也無法正常運轉、發揮功能。
除了藍綠高層互批，候選人互鬥更為激烈。高雄市
上月發生氣爆，市長陳菊日前流淚致詞說「這一爆，
難道是我政治生涯結束？」國民黨參選人楊秋興表
示，由陳菊這句話，可見她在乎的是自己的政治生
命，心中根本沒有高雄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稱「這
樣冷血的政客應該淘汰」。
而台北市長選舉上，國民黨參選人連勝文表示，其
選戰策略總是被對手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陣營搶先一
步複製，如連勝文主張捷運、公車4年不漲價，柯文
哲也提出以捷運為主調整公車路線；還有連勝文提出
YouBike（微笑單車）政策，柯文哲竟然早一天拋出
單車路網的想法，但又說具體政策要2周後才提出。
連陣營的核心幕僚懷疑，一切不是巧合，「根本是
有鬼」。為了杜絕這種情況，連勝文現在正展開「抓
鬼」行動。柯辦發言人則稱，柯陣營內部也有洩漏訊
息情況，不排除有對手陣營人馬滲入；不過，他們有
信心即使是有人滲透，最後也會成柯文哲的支持者。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九合一」地方選舉11月29日投票，將選出

11,130個地方公職。台灣「中選會」公告，9月1日起至5日受理候選人登記申請。選舉

臨近，候選人互鬥互批已成常態。其中角逐台北市長的連勝文及柯文哲陣營均指內部有

訊息洩漏，質疑遭對手人馬滲入。

「九合一」應選名額數目
■「六都(包括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及桃園)」市長 6名
■其他縣市長 16名
■「六都」議員及縣市議員 907名
■鄉鎮市長 204名 （包含「六都」山地原住

民區區長6名）
■鄉鎮市民代表 2,146名
■村里長 7,851名
總應選名額 11,130人

■資料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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