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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換油重上架
52食品「可以吃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中通社
報道，地溝油事件
爆 發 進 入 第 15
天，台灣「食藥
署」日前公佈首波
換油重新上架的產
品名單，共28家業
者、52項產品，包
括奇美旗下7-11超
級大燒包、龍鳳豬
肉高麗菜水餃、太
子油飯、郭元益香
菇魯肉喜餅及宜蘭
羅東義豐蔥油派
等，均在換油後東山再起。
「食藥署」表示，目前一些小吃、糕餅類等即時性產品

已陸續換油後重新上架；另有部分廠商希望等回收銷毀工
作全部結束，產品換包裝、名稱後再重新上架。
「食藥署」統計，使用強冠「全統香豬油」製成的問題

產品共有250項，強冠其他24項豬油產品製成的問題產品
則有192項，這442項問題產品，業者在全數下架後，須銷
毀並將問題油退回強冠，經過地方衛生局確認換油製作，
才能夠申請重新上架。

恐怖分子高雄入境被遣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
社報道，一名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男子艾哈邁德17日
從上海搭機飛抵高雄小港
國際機場時，被台「入境
處」官員發現竟是國際列
管的恐怖分子，隨即在重
兵監視下帶往桃園國際機
場，安排當晚搭機遣返迪
拜。被問及入境高雄意圖
時，艾哈邁德說，赴台從
事商務，想到高雄看看，
沒有不法意圖。
航警曾搜查艾哈邁德的行李，並未發現武器或爆裂物。

另外，與艾哈邁德同行的還有兩名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男子
則順利入境，但被列為監控對象，以策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曾針對「人肉炸彈」的多項可疑特

徵提醒台方，其中「尺碼過大或不合季節服裝」、「隨身
凸出或露出的繩索線纜」這兩項，似乎與艾哈邁德略有符
合，根據觀察，艾哈邁德的衣袖明顯過長，釦縫處也有類
似隨身聽的電線。

涉密帳洗錢密帳洗錢 柯公布財產柯公布財產
台北選戰激鬥 連勝文：須經公權力查驗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近日指控柯文
哲涉嫌利用台大醫院「MG149帳

戶」逃漏稅、洗錢。柯文哲 18 日公開
「MG149」中SICU（葉克膜團隊）私帳
明細和存摺，和柯文哲夫婦1995年到2013

年期間所得稅扣繳憑單，稱將放在辦公室3天
供各 界檢視。

連：帳目亂難管市政
連勝文18日表示，羅淑蕾和其他
社會賢達沒質疑柯文哲的財產，
只是質疑為何在公家單位可有小
金庫模式運作，公帳、私帳或個
人帳混在一起。連勝文並質疑柯
帳目混亂，「如何說服大家未來
可管理市政？」，又指看到柯
文哲氣急敗壞、近乎歇斯底里
狂罵，可能羅淑蕾踩到柯文哲
的痛腳。
連勝文表示，現在談的是
治理問題，不論避稅或其
他用途，且多人可共同使
用，這在公司行號就是

最糟的公司治理。

柯文哲說，MG149的公帳與個別帳都是在台
大醫院會計室內運作的公款，一切依法規及台大
醫院制度辦理。SICU私帳不是他的小金庫，是
外科加護病房同仁福利互助金，用加護病房秘書
劉如意名字開帳戶，公布互助金帳號、存摺及所
有私帳細目供檢驗。

柯：他們救過你一命
柯文哲向連勝文展開回擊，「我要敬告連勝
文先生，台北市長選舉是你和我的競爭，請不
要傷害台大醫院、也不要踐踏台大醫院外科加
護病房的醫護人員的清白，因為他們救過你一
命」。
柯文哲說：「連家有什麼資格和柯文哲談清
廉？」，並呼籲連勝文盡速公布競選經費細目、
財產清單、歷年所得稅清單等，一起接受台北市
民檢驗。
對於柯文哲要求比照公布財產，連勝文說，
2004年「總統」選舉時，前「總統」陳水扁動
用公權力將連家查得一清二楚；2008、2009年
他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時，「監察
院」也查清楚了；既然他要參選，相信別人也
會攻擊這個部分，已按相關法令規定，透過申
報及公權力查核，告訴大家事實是什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新聞網及中央社報道，無黨籍的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近日

被指控在台大醫院私設帳戶逃漏稅、洗錢，柯文哲18日公布18年的所得稅扣繳憑單

及MG149帳戶明細，並向對手連勝文下戰書，要求其亦公布個人財產，「今天柯

文哲正式和你對決，請你不要閃躲」。國民黨籍的連勝文18日則回應指，財

產公布須透過公權力查驗才能令人信服。

余英時獲首屆「唐獎」漢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一屆
「唐獎」頒獎典禮18日在台北舉行。著
名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研究學者余英時成
為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主辦單位推
崇余英時以其研究論述與人生實踐，為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了最佳的

現代詮釋。馬英九出席了頒獎典禮。
余英時在致辭時說，今天的漢學已

走上徹底全球化的道路，沒有國界之
分，漢學陣營必須不斷擴大，吸引更
多年輕人投入研究。
據了解，「唐獎」由台企業家尹衍樑

個人效法諾貝爾獎精神捐助成立，目的
為發揚盛唐精神。四大獎項包括「永續
發展」、「生技醫藥」、「漢學」與
「法治」，每兩年一屆，獎金為5000萬
元新台幣(約1280萬港元)，號稱全球獎金
最高的學術獎。

■■柯文哲柯文哲（（左左））舉行記者舉行記者

會公布財產會公布財產。。 中央社中央社

■台媒指艾哈邁德的衣袖明顯
過長，不合季節。 網上圖片

■■連勝文批連勝文批
評柯文哲評柯文哲，，
指帳目不應指帳目不應
含糊含糊。。

中央社中央社

■奇美生產的7-11超級大燒包重新上
架。 網上圖片

■■余英時余英時（（左左））獲馬英九頒獎獲馬英九頒獎。。 中央社中央社

今年
中 秋
節，成
了孝感

兩歲男童成
成 ( 化 名) 的
「 中 秋
劫」。堅持
自己拿筷子
吃熱乾麵的
成成，一不
小心摔倒，
筷子從他的
左邊鼻孔插入顱內8厘米。因當
地醫療條件有限，生命垂危的孩
子，被送至武漢協和醫院搶救。
醫生經歷5個小時手術，才將筷
子從其顱內取出。
據醫生介紹， 如果筷子戳進
顱內的角度再偏一點，或者再往
裡戳入一點，可能就會造成顱內

大出血，引發癱瘓，甚至性命不
保。 目前成成已經被轉到普通
病房進行康復治療，各項生命體
徵較平穩，可以進食和說話。
安全專家提醒家長除了要盡好看
護之責外，還要教孩子從小養成
良好的安全意識和習慣。

■《楚天都市報》

莞賊失足卡樓縫 報警

9歲女童搭順風車神遊7省

男童吃麵摔倒筷子插入顱內男童吃麵摔倒筷子插入顱內

湖
北

9歲女童劉子墨用一種讓人震
驚的方式度過了自己的暑假，近
一個月的旅行中，她和父親用徒
步搭乘陌生人「順風車」的方
式，遊覽了河南、湖北、湖南、
貴州、四川等7個省市，整個行
程4000餘公里。沿途中，小子墨
問路、求搭車、買車票全部獨立
完成，父親僅充當了「保鏢」的
角色。
劉子墨父親劉濤告訴記者，旅

遊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夫妻倆的共
同愛好，女兒也對旅遊充滿了興
趣，尤其對山區的生活十分好
奇，在子墨暑假前他和愛人就策

劃給孩子過一個「特別」的假期
生活，徒步旅行到貴州貧困山區
體驗生活。
7月5日，劉子墨和爸爸背起行
囊，正式從河北邯鄲市出發。第
一次和陌生人搭訕，小子墨各種
的不好意思，內心充滿了膽怯，
不時回頭望着爸爸，但是爸爸站
在身旁只是含笑望着她，一言不
發。「不能還沒有開始就失
敗。」小子墨給自己打着氣，並
勇敢地邁出了第一步。一路行來
統計，劉子墨父女倆搭乘了37輛
「順風車」，足跡遍佈7個省，
4000餘公里。 ■《燕趙都市報》

9月16日，在事發地東莞東坑鎮永生路一出租房，事主常某回到位於東坑鎮的住處時發現房門被撬，房
間被翻亂，隨即告知二手房東毛某。之後，兩人在出租
屋巡查時發現一名身穿藍色工衣的男子形跡可疑，遂上
前進行詢問。
事主常某回憶說，這名男子對附近情況完全不熟悉，

詢問其基本的情況都無法回答，「我發現不對勁，立即
要報警處理。」男子一聽說要報警，馬上就急了，順手
從陽台上掄起一塊板磚朝兩人砸過來，又從身上拿出一
瓶辣椒噴霧劑，對着兩人直噴。「我們的眼睛都看不
見，那人趁機往樓下跑。」兩人追到2樓，該男子又折
回來拿着兩個啤酒瓶，見到房東二人就往頭上砸過去。
兩人被砸受傷流血，沒有繼續追上去，而陌生男子則直
接朝樓頂天台跑。
常某看到小偷從窗戶出去攀爬水管，試圖通過水管管

道逃走，但突然往下滑落，最後卡在三樓至四樓的縫隙
裡。兩樓之間只有約30厘米的間隙。墜樓男子左動右

動始終無法下來，只好求助。事主常某見狀報警，消防
隊員趕到後把他救上樓頂。該男子被救下時渾身是血，
被120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
東莞東坑鎮公安分局近日發佈的關於這則盜竊案件的

通報稱，經過案發現場的調查取證，嫌疑男子涉嫌入室
偷竊及傷人，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劉子墨舉牌截劉子墨舉牌截「「順順
風車風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偷被救下小偷被救下
時受傷時受傷。。
東莞警方供圖東莞警方供圖

■■媽媽在布媽媽在布
簾後餵母乳簾後餵母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東莞東坑鎮近日一宗偷盜事件令人啼笑皆

非。一名男子潛入一出租屋行竊，沒想到東西沒

偷到，卻被房東及租客發現。在聽到房東要報警

時，小偷向兩人噴灑辣椒水。倉皇出逃之際，小

偷被卡在兩棟樓中間無法出

來，無奈其求助房東報警才最

終得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東莞報道

■■掃描顯示筷子插入掃描顯示筷子插入
顱內顱內88厘米厘米。。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山西省平定縣娘子關鎮
吊溝村如今只剩下3戶人家
常住，其中一戶很特別，

他家院牆上用玉米拼成了「中國
農民中國夢」幾個大字；院子正
中豎着一根約5米高的旗杆，旗
杆頂端飄揚着鮮艷的五星紅旗。
這個院子的主人叫王寶柱，今年

63歲。王寶柱每天堅持做兩件
事：升國旗和收看《新聞聯
播》。他說：「當農民就是實實
在在種好地，每一個人幹好自己
的本職工作，給社會作出奉獻，
人民有錢了，國家強大了，這就
是我們共同的中國夢。」

■《山西日報》

老漢玉米拼老漢玉米拼出出「「中國農民中國夢中國農民中國夢」」

山
西

9 月 18 日，浙江
省金華公交集團
營運二公司在 28
路公交車上設置

了「愛心母乳間」，讓
母乳餵養寶寶的媽媽們
避免了在公交車上餵奶
的尷尬，乘客紛紛稱讚
此舉很人性化。
這個哺乳專座由上方

垂下一張可以開合的布簾，它和
座位的後背、前方一同形成一個
相對「私密」的小空間。該公司
工作人員說，平時車上沒有哺乳

媽媽時，乘客是可以正常使用哺
乳專座，只要有抱小孩的媽媽上
車，司機就會提醒她可以坐進這
個小空間裡。 ■中國新聞網

金華公交金華公交設設「「哺乳專座哺乳專座」」

浙
江

把心儀女孩的照片拍下來，通過app操作，就能在自
行車輪上滾動「播放」，「隔空」來示愛……在電子科
技大學成都研究院主辦的黑馬大賽上，科大5名本科生

設計的「表白神奇炫輪」App「亮瞎」全場，主創人員周龍
鵬表示靈感來源於一次被女生拒絕，「所以決定用一種特殊
的方式表白。」
談到這次創意設計的靈感，周龍鵬顯得有些羞澀。原來，
有一次周龍鵬打算送喜歡的女孩一輛自行車時，對方卻沒有
表現出一點興趣，在被「殘忍」拒絕之後，周龍鵬決定用一
種特殊的方式向女孩表白，「我想到可以自己做一款足夠酷
足夠好玩的自行車車燈，於是就有了炫輪的構想。」據悉，
周龍鵬所在的年輕團隊來自於電子科技大學創新創業中心，
團隊核心成員是來自通信工程、電子工程、自動化、工業設
計等不同專業的大二大三學生，因為喜歡騎自行車出遊而走
到一起。 ■《成都晚報》

被拒後發被拒後發明明「「表白神器表白神器」」
四
川

■■小偷被卡在小偷被卡在
樓縫之中樓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