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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南下苗栗 為選情加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

道，台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18日
上午在苗栗縣造橋鄉綜合活動中
心，主持國民黨五合一選舉小組長
團結大會，為苗栗縣長參選人徐耀
昌拉抬聲勢，除展現親和力與台下
支持者玩有獎徵答遊戲，還帶領
1,500 名支持者合唱《團結就是力
量》。
馬英九發表簡短談話後，親自為
候選人授旗，縣長、縣議員、鄉鎮
長、鎮民代表及村里長一一揮動黨
旗，懇託鄉親把珍貴的一票投給國
民黨。

■馬英九（中）呼籲苗栗支持者鞏固國
民黨票源。 中央社

台北市長選戰 宋楚瑜：不捲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

道，距離年底台北市長選
舉只剩下一個多月，親民
黨主席宋楚瑜18日上午出
席台北市議員黃珊珊競選
總部成立大會時表示，台
北市選民在年底選戰中，
要對不做事的人投下不信
任票。宋楚瑜表明不願捲
入台北市長選舉。
宋楚瑜說，他近來頻上

電視，當晚有多家媒體要
播他的專訪，他七老八十，聲音夠
大吧。台北市選民對好的人選，不
要怕票多，應該對他們投下信任
票，對不做事的人投下不信任票。
外界關切宋是否會幫市長參選人

站台，宋楚瑜表示，不要說幫不
幫，是他不願意捲入，希望兩位參
選人不只要贏得親民黨，或他個人
的支持，應該以政策贏得更多中間
選民、台北市民的認同。

■宋楚瑜強調不捲入台北市長選戰。 中央社

陸女富商赴台找男公關 遭盜卡狂刷
香港文匯報訊 身價不凡的大陸

李姓女貿易商本月初赴台，和女友
人找了3名男公關到KTV飲酒歡
唱，由於3男年輕又帥，李玩得非
常盡興，遂帶回友人住處尋歡，但
李女隔天醒來發現信用卡遭盜刷逾
25萬元(新台幣，下同)，趕緊報警
處理。
據華夏經緯網報道，警方調查，

40歲的李姓女貿易商身價近億元，
因她在台灣設有公司常往來於兩
岸，本月初赴台時，聽女性友人說
“台灣的男公關又帥又會玩”。好
奇之下，李女和女友人合資5萬多

元叫來19歲男子余建華等3名男公
關，到台北市中山區的KTV喝酒
唱歌。由於3男又帥嘴巴又甜，讓
李女心花怒放，歡唱結束後，李又
將3男帶回女友人住處尋歡。
李女因不勝酒力在友人住處沒多

久便醉倒，醒來時，3名男公關已
離去。但她隨即接到銀行電話，詢
問是否有在台北市商家和百貨公司
刷卡消費共25餘 萬元，李趕緊察
看錢包，才發現信用卡遭竊，趕緊
報警處理。台北市刑大偵三隊循線
逮捕偷走信用卡的男公關余建華等
人，訊後依竊盜等罪移送法辦。

台“衛福部長”：南僑油品20日有答案

■“衛生福利部長”蔣丙煌。
中央社

吳江郝為楊秋興站台

據台媒報道，楊秋興18日晚舉辦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副總

統”吳敦義、“行政院長”江宜樺、
“立法院長”王金平和台北市長郝龍
斌一同出席參加“為高雄點燈－如豹
飛躍，高雄興起”的點燈活動，陪同
楊秋興一起按下象徵拿下高雄當選市
長的LED高雄形狀面版燈。
晚會最高潮是請出楊秋興父親替

楊秋興披上彩帶，同時勉勵楊秋
興，“這一戰雖然辛苦，但是你要
勇敢承擔起來！”
據稱，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原本估

計3萬人到場，結果晚間到場民眾踴
躍，超乎預期。

另外，陳菊的競選總部位於捷運
鳳山西站一號出口、市議會旁，下
午由3位前“行政院長”張俊雄、
蘇貞昌、謝長廷共同剪綵。
剪綵之後，陳菊回答媒體有關

“如何定義這場選舉”、“是不是
最後一戰”的提問，她強調以她的
年齡、以高雄市長選舉而言，當然
是最後一戰。
陳菊又說，這是場艱難的選戰，

她會很認真、全力以赴打好這場選
戰。
另外，媒體報道，陳菊晚間6時起

舉辦造勢晚會，包括蔡英文、台南市
長賴清德、屏東縣長候選人潘孟安、
澎湖縣長候選人陳光復都將齊聚一
堂，營造綠營團結氣勢。

藍綠高雄參選人同日設總部
香港文匯報訊 18日高雄市成了“超級選舉夜”，分別代表

國民黨與民進黨角逐下任高雄市長的楊秋興與陳菊，選在同

日各自成立競選總部和造勢晚會，警方預估各有上萬人參

加，分別加派警力維持交通。

▲楊秋興（右四）競選
總部18日成立，府
院高層南下站台。

中央社

▶民進黨高雄市
長參選人陳菊的
造勢會。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新任“衛福部
長”蔣丙煌18日天表示，南僑部分油品
進口時沒有報驗，並非沒有疏失，政府
補抽驗結果20日出爐，到時將以結果論
斷。
據中央社報道，南僑自澳洲進口油脂
從證明文件疑義，再衍生至翻譯疑義，
蔣丙煌認為，驗證文件很重要，一開始
語意應該明確清楚，就可減少困擾。
蔣丙煌表示，南僑的案子，公司本身
並非沒有疏失，進口油品未以食品報
驗，不論其公司事後說法為何，都必須
補檢驗，相關單位查廠時已取得多筆樣
品，預計抽驗結果最快於20日出爐，到

時再依結果論斷南僑。
他進一步指出，政府處理油品是全面

性進行，從豬油、牛油再到植物油，會
依風險高低及掌握資訊處理。
蔣丙煌說，不喜歡用“未爆彈”形容

目前情況，而用健檢觀念來形容，政府
在做的事就像在找出身體可能的毛病，
對症下藥才能盡速恢復身體健康。

澳駐台辦：南僑油乃產業用
針對南僑進口的五批牛油是工業用油
還是食用油爭議，澳洲在台辦事處前晚
在官網公告聲明，指文件的“Industry
Use”是指“產業用”，非工業用

“Industrial Use”。
聲明指出，澳洲農業部已對此事件做

出調查，並確認台灣政府機關所提問的
五批產品，符合台灣“食品藥物管理
署”於今 年 8月13日同意的“牛油(脂)
經加工後可供人食用出口證明文件”的
要求。
若當初在出口時需官方出具相關證

明，澳洲農業部會依規定對該出口產品
核發此證明文件。也就是說這些產品是
適合出口供食品製造使用。
聲明指，已告知台灣主管機關，依據

澳洲農業部的理解，此案件的產品非供
工業使用。

警方預估各有上萬人參加

17日晚上，浙江紹
興市區迪蕩新城勝利東
路，一輛嶄新的保時捷

跑車停在路邊，一個小伙子
和一位紅衣姑娘下車，打開
車前蓋將一件件圍巾放在路
邊，打算擺攤叫賣，一名城
管隊員發現後，走過來說：
“這裡不許擺攤！”小伙子

不肯走，雙方發生爭執，爭吵聲吸引了一些路人圍觀。開車小伙子
表示，這車是父母剛剛給買的，總不能連油錢也問父母要，擺攤就
為賺點油錢！
小伙子見無法擺攤，就和紅衣姑娘將圍巾收起，放在車上，兩人

上車，對旁邊一豹紋裙的女子說：“我們去東街擺攤！”隨着跑車
的轟鳴聲，兩人離開。詢問豹紋裙女子為什麼他倆開着豪車來擺攤
時，她說，主要是鍛煉鍛煉，增加點社會經驗，賺錢是次要的！圍
觀群眾都笑着說看不懂。 ■中國江蘇網

富二代開保時捷擺夜攤賺油錢
17日晚上日晚上，浙江紹

興市區迪蕩新城勝利東興市區迪蕩新城勝利東
路，一輛嶄新的保時捷一輛嶄新的保時捷

跑車停在路邊，一個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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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總監棄三萬高薪
回家照顧回家照顧

70後被拐30載 15年尋親不言棄

劉海笛1974年出生在重慶榮昌
一個普通家庭，父親與哥哥在

1990年後相繼去世，只剩她與母親
相依為命。1997年，劉海笛自考考
入西南政法大學，並結識了丈夫李
某，兩人畢業後結婚。惜好景不
長，2004年，因劉海笛不能生育，
雙方協議離婚。受不了打擊的劉海
笛從樓上摔下，腿部骨折，致走路
一瘸一拐。
離婚後，劉海笛痛定思痛，重

拾起多年來對服裝的熱愛，她買
來時尚雜誌逐一學習，又到各地
求學深造，不久成了圈內小有名
氣的服裝設計師。2012年，武漢
一家服裝公司開出優厚條件將她
挖到公司。
2013年12月27日，母親重病入

院，劉海笛丟下工作，連夜返回
重慶。醫生告訴劉海笛，其母的
腦動脈瘤可能隨時致命。劉海笛

收入雖高，但平時沒有理財習
慣，為給母親治病花光了僅有的
11萬人民幣積蓄。正在為醫藥費
發愁時，她收到香港奧拉摩達服
裝有限公司發來的邀請，擔任服
裝設計總監，月薪3萬人民幣，外
加年底分紅。
為了給母親籌錢治病，劉海笛前往
深圳打拚。但只一個月時間，劉海笛
就在深圳重慶兩地往返了6次，而母
親也從90斤銳減到70斤。經慎重考
慮，劉海笛辭去總監工作，回到重慶
照顧母親。
沒有了收入，加上母親高額的醫藥

費，很快母女的生活陷入拮据。上個
月，為了給母親籌措飯錢，她將留了
10多年的長髮剪掉，換來250元人民
幣。如今，劉海笛除了希望能盡快治
好母親外，她希望能在重慶找到一份
與服裝設計相關的工作，讓她能夠一
邊工作一邊照顧母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寬鬆的破洞牛仔褲、單薄的短

袖，坐在母親的病床前瑟瑟發抖；蓬亂的頭發、熬紅的雙眼緊緊盯着病床

上的母親，纖瘦的手裡端着為母親剛準備好的流食。這是重慶新橋醫院呼

吸科61床前的一幕。她叫劉海笛，曾經是一位風光時尚、月收入上萬的

服裝設計總監。

公安部首批公佈的60名被解救未查清身源兒童中，
劉從富是年齡最大、被拐時間最長的一位。尋親15

年，他的足跡
遍 佈 大 江 南
北。上過當、
受過騙，無數
次失望過，仍
不言放棄。劉
從富說：“一
想到我的親生
父母可能日思
夜想盼着我回
家，我就不能
停下尋親的腳
步。”
據 資 料 顯
示，劉從富出
生於1976年，
於1983年左右
被拐賣至安徽

界首。由於時隔30年之久，劉從富對被拐的記憶已然
有些模糊。在他的記憶中，從來都知道自己並非養父母
親生。但養父母對他關懷備至，他也沒有動過尋親的念
頭。直到1999年，到了該“說媳婦”的年齡，才知自
己在村裡成了個外來人，沒人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劉從
富從此下定決心找尋親生父母。

親子鑒定全落空
劉從富沒有想到的是，尋親之路如此坎坷與漫長。

在這期間，劉從富上過當也受過騙，但不斷出現的新希
望讓他一直努力堅持，他相繼跑遍了福建、四川、廣
西、吉林、湖南、山東等地，親子鑒定也做了近十次，
但每次結果都讓人沮喪，配對率不吻合。
在多番深入了解後，劉從富最後把重點放到了山

東。因拐走他的人，早前也曾多次去過山東，自己口音
又很像菏澤一帶，又打聽到30年前不少孩子在菏澤汽
車站走丟，這堅定了他在山東尋找的決心。
對於養父母，劉從富說尋親之路希望得到他們的理

解和支持，並會盡兒子的義務，照顧好他們的晚年生
活。 ■《齊魯晚報》

女生如果收到不喜歡的追求者送的花，還在往垃圾桶扔
嗎？華中師範大學一位女生的做法可以讓自己不僅“贈”人
玫瑰，還能手留餘“錢”！

卓同學是華師的一名研二學生，18日天下課回寢室時，發現宿舍
樓門口圍着很多人。卓同學上前看到，一個桶裡插着大捧新鮮的玫
瑰花，旁邊凳子上的鐵盒下壓着一張寫着“看心情給點兒”的紙，
而攤主卻不在現場。這時人群中有人往盒子裡放了一塊錢，然後從
桶裡抽出一支玫瑰拿走了。卓同學正好奇這是一種什麼自助購物的
方式，聽到旁邊有人議論：“這是咱們系的美女擺的，據說早上收
到了不喜歡的人送的花，雖然對方被拒了但硬要她把花收下。”
“估計覺得扔掉太浪費了，留下看着又不舒服，就擺出來義賣
了。” ■《武漢晚報》

女神甩賣追求者玫瑰 買者看心情給錢
女生如果收到不喜歡的追求者送的花

嗎？華中師範大學一位女生的做法可以讓自己不僅
玫瑰，還能手留餘“錢”！

卓同學是華師的一名研二學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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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琥珀首亮相昆明
在10月16日至20日舉行的第四

屆中國雲南．昆明國際珠寶展上，
世界最大的琥珀首次亮相。該琥珀

名為“吉寶齋血珀”，長59厘米，寬48
厘米，厚19厘米，重19.2公斤。
據了解，此前世界上最大的琥珀名為

“緬甸琥珀”，重15.25公斤，乃1860年約
翰．查爾斯．鮑寧在中國購買，現珍藏於倫
敦自然歷史博物館，並被載入《吉尼斯世界
之最大全》。然而，“吉寶齋血珀”的出現
改寫了歷史，成為新的世界之最。
雲南省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副秘書長

胡慶忠表示：“琥珀屬於有機寶石，過去未受到市場廣泛關注，具有很
大的價格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婷 昆明報道

在10月16日至20日舉行的第四日舉行的第四
屆中國雲南．昆明國際珠寶展上昆明國際珠寶展上
世界最大的琥珀首次亮相世界最大的琥珀首次亮相。該琥珀

名為“吉寶齋血珀”，長59厘米厘米，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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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小伙子稱，擺攤就為賺點油
錢。 網上圖片

■劉海笛正在照顧病床上的母親。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病母

中國鼓問鼎吉尼斯
位於安徽省合肥市濱湖新區的鼓形建築被吉尼

斯世界紀錄評定為世界上最大的單體鼓形建築。
據了解，該建築高18.13米，直徑58.52米，總
建築面積4,650平方米，以安徽特色徽文化元素
“鳳陽花鼓”為外形設計理念。 新華社

■劉從富。 網上圖片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