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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面值三元紙幣唯一面值三元紙幣
超超萬萬元元叫價叫價

腳長40厘米 湘女買鞋難

洛陽孝子自製洛陽孝子自製「「房車房車」」攜母旅遊攜母旅遊

經過20日最後一輪緊張投票，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的龍鳳
胎「毛團團」兄妹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名字——哥哥叫「毛
竹」，妹妹叫「毛筍」。該對名字的投稿網友「獅子公主」表
示：「毛竹是大熊貓常見食用竹之一，毛筍亦是竹筍的別稱，
用大熊貓最愛的美食命名，意在祝毛家兄妹從小竹筍無憂，健
康成長。」 ■新華網

23歲，對於一個普通的女孩子來說，穿上
高跟鞋並不是件難事，買到合腳的鞋更不是
難事。可是來自湖南永州的黎長花，因腳長
40厘米，想買一雙合適的鞋都很難，哪怕是
男款。
黎長花身高1.58米，和正常人一樣，甚至

有些瘦弱。可是她腳上那雙大鞋卻讓人大吃
一驚，一看就是自製的，用輪胎做底、超寬

超長的鞋面。用尺一量，這雙鞋有近45厘米
長。黎長花說，這雙鞋是姑姑在家一針一線
縫製的，穿了兩年了，但她還是捨不得扔。
黎長花的雙腳嚴重畸形、肥大如蒲扇，有

近40厘米長、20多厘米寬，只有這雙大鞋才
能容納下她的大腳。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
她都穿着這雙鞋。
由於腳大，黎長花步行不能太遠，速度比

別人慢很多，也不能站久了，否則就很難
受，更別說奔跑了。到湘潭一年的她，目前
在一家服飾有限公司工作，活動範圍就是工
作間和宿舍，再也沒有去過別的地方。
家人為了黎長花的大腳，帶她看過醫生，

最終由於多種原因沒有治療。
黎長花說：「也想過自己穿高跟鞋會是什

麼樣子，可是一想到自己這個情況，就不敢
再想下去了。」
黎長花很想有一天能和正常女孩一樣生

活，能夠買到一雙鞋，即算是男款也行。
■《湘潭晚報》

網上圖片顯示，三元紙幣顏色為淡綠
色，紙幣正面的兩端各有繁體「叁

圓」字樣，正上方為「中國人民銀行」六
字，中間是一座石橋圖景。

又稱「蘇三幣」具收藏價值
記者日前在淘寶網搜索「第二套人民幣

三元」，出現數條相關的商品信息，價格
多在萬元以上（人民幣，下同），其中編
號末尾3位相同的「豹子號」紙幣，售價
高達24.3萬元。同時還有一些回收三元紙
幣的買家信息，最高價為15,000元。這些
買家表示，回收價格根據紙幣新舊程度、
完整度等「品相」來定。
據悉，這種三元面值的人民幣由國內

設計，委託前蘇聯代為印刷，所以又稱
「蘇三幣」。收藏專家袁銀龍表示，就
目前的市場來看，品相較好的「蘇三
幣」市場價應該在兩萬左右，具有很高

的收藏價值，「尤其
看現在很多仿幣，就
表示還有很高的關注
度，未來幾年也可能
提 升 至 4 萬 元 以
上」。

符當時消費水平
為什麼現在流通的

紙幣中沒有三元的面
值？北京理工大學政
府經濟學教授表示，貨幣面值是有着一
定的數學原理的。「正如四元也不需要
一樣。在1元和2元都已經存在的情況
下，完全可以組合成三元、四元等其他
面值。」
「選用三元，當時也有過爭執，但經過

慎重考慮，還是覺得用三元。當時人民生
活水平低，普遍工資僅為10元，選用符合

當時的消費水平。」袁銀龍介紹，三元紙
幣僅流通9年，是因為到1964年，前蘇聯
方面利用手中的印版繼續印刷「蘇三幣」
投放中國邊境，擾亂金融秩序。由此，中
國決定停止使用「蘇三幣」，並要求到銀
行兌換成其他面值。「當時人民生活水平
低，基本都選擇兌換，所以現在民間存留
量少，較為罕見。」

周末「宅」在家想不出門就吃到各種零食，幻
想有送貨員背着一堆生活必需品按響門鈴……懶
人們的期待，如今正在被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
的4名本科男生變成現實：一款手機APP利用地
理定位鎖定最近便利店，只要這個便利店在系統
中註冊，就能看到它的商品並快速下單，30分鐘
內就送貨到家。它能覆蓋半徑1.5至2公里以內，
諸如薯片、話梅、方便麵、牛肉乾、酸奶等最常
見的零食都能在上面找到。
校方介紹，3名風投老闆看中了這個平均年齡
僅有22歲的大學生開的創業公司，為他們注入
500萬資金。目前，4個小伙子在北京起步的這
個項目已經覆蓋到中國150多所高校，日單量超
1,000次。 ■《成都商報》

百善孝為先。河南省洛陽市
孝子康亞偉為了讓母親多走走
多看看，不定期地帶着母親四
處旅遊，更自己動手將車後座
改裝成床鋪，設計一輛「房
車」讓母親旅行時更舒服。幾
年來他們外出旅行十餘次，遊
遍大江南北。
「我去年就想帶母親出去旅
遊，所以就買了一輛車，按照網
上別人的圖紙，自己畫畫，給它
改裝了。」康亞偉稱。
康亞偉稱母親今年82歲，眼不
花耳不背，膝蓋雖患過滑膜炎，
但基本上算是腿腳靈便。但看到
母親以前的同事們接二連三地離
世讓他驚懼不已，就愈發珍惜與
母親在一起的時光，能陪着母親
四處旅遊也是滿足母親的心願。

■記者金月展洛陽綜合報道

日前，一台自動售菜機亮相上海靜
安區南西社區，一時間吸引了不少市
民詢問體驗。這種被稱為「立體菜
籃子」的自動售菜機逐步形成了菜
場、菜店、菜點等一體化的經營方
式，數十種農副產品有望進一步
「濃縮」進一台台擺在家門口的自動
售菜智能終端。
上海首台自動售菜機早前已落戶金
山；靜安區將有至少8台自動售菜機
入駐，家門口的「自動菜場」正悄悄地形成。
為方便市民，未來自動售菜機還能提供話費充值、信用卡還款、水電煤繳

費、銀聯卡支付售菜消費等服務。 ■《解放日報》

■三元紙幣正反面全貌。
網上圖片

■四個大學生發明的懶人
APP頁面。 網上圖片

■市民體驗自動售菜機帶來的便捷。
網上圖片

■康亞偉自製的房車。視頻截圖

■康亞偉和母親。 網上圖片

◀黎長花和同事坐在
一起。 網上圖片

▲「大腳女孩」的鞋子
近45厘米長。

網上圖片

四大學生開發懶人四大學生開發懶人APPAPP

上海現自動售菜機上海現自動售菜機

龍鳳胎大熊貓 名「毛竹」「毛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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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者的關注。據

了解，這種三元

紙幣又稱為「蘇

三幣」，屬於中

國1955年發行的

第二套人民幣，

也是唯一面值為

三元的人民幣紙

幣。■《新京報》

香港文匯報訊 馬英九21日接見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
業事務局首席副助卿唐偉康時，再度表達對陸韓FTA
的高度憂心。馬英九表示，大陸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
伴，若反對黨持續杯葛兩岸經貿法案，將非常不利於台
灣參與區域經濟組織，台灣將在國際競爭上處於劣勢。
據台灣媒體報道，馬英九表示，台灣在4年前就與大
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但只包含早收
清單，陸韓FTA卻涵蓋了服務與貨品貿易，韓國一夕
間就遠遠超過台灣過去的努力。

不利台參與區域組織
馬英九說，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在「立法院」擱置
了1年半、受到反對黨不斷杯葛，使得台灣在國際競爭

上處於劣勢，耽誤了自己的黃金機會。
馬英九強調，台灣一直希望能夠參與跨太平洋戰略
經濟夥伴協定 (TPP) 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大陸在其中都扮演着某種角色，若台灣冷凍
兩岸相關經貿協議，對於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將非
常不利。他說：「別的國家看到這樣的情形，一定想
說你跟你們最大的貿易夥伴簽的都可以不算數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跟你簽呢？這對我們影響是非常大
的。」
馬英九說，陸韓FTA完成實質談判，顯得台灣加入

區域經濟組織的需求更為迫切，他非常擔心如果台灣給
外界的印象是不在乎世界的進步，這個世界也不會等待
台灣。

馬：杯葛服貿 台國際競爭處劣勢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交通部長」
葉匡時21日接受媒體專訪時指出，
大陸與韓國簽署FTA後，雖然還沒
有外商向他提到要重新評估在台灣
自由貿易港區的投資項目，但以該
部過去幾年的招商經驗，許多外商
最關切的就是台灣對大陸設下的各
種產品及人力障礙，讓這些布局全
球的外商不願立足台灣。
台灣媒體報道稱，葉匡時說：
「比方說很多外商他需要大陸的工
作人員、經理人員，很難來台灣、

不容易來台灣，有很多的限制。還
有就是他在大陸的一些產品要到台
灣來，它是歐洲品牌、美國品牌，
可是呢，因為是在大陸生產，它就
沒辦法來台灣。」
葉匡時指出，陸韓簽署FTA後，
勢必衝擊台灣自由貿易港區的招
商，因為自由貿易港區的業務主要
就是做簡易加工再出口，如果關稅
相對較高，產品出口到大陸就會受
到影響，外商投資的誘因也會大幅
降低。

「交通部長」：台對陸設障
讓外商不願立足台灣

■馬英九接見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首席副助
卿唐偉康。 中央社

馬英九狂掃13縣市輔選
選前「超級周末」各候選人拚全力催票

香港文匯報訊 這兩天是台灣「九合一」選

舉前的最後一個周末，被稱為「超級周末」，

所有候選人都選擇在此時將拉票活動推向最後

一波高潮，拚盡全力催票拉抬人氣。據了解，

馬英九這兩天輔選行程爆滿，將要馬不停蹄狂

掃13縣市、共14場行程。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就藍綠陣營而言，國民黨方
面，馬英九在「超級周末」的輔選行程爆滿，兩

天時間要馬不停蹄狂掃13縣市、共14場行程。輔選人
士形容，1天7縣市的高強度與密度的行程安排，幾乎
可以說是「大選」規格。

民進黨南北車隊掃街
根據行程，馬英九22日上午將先赴基隆市，陪同國
民黨提名的謝立功赴傳統市場徒步拜票；接着前往宜
蘭縣，陪同國民黨籍候選人丘淑媞掃街拜票。下午趕
回台北市後，將參加國民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
的「挺到底遊行」。遊行完又必須轉赴新北市為尋求
連任的市長朱立倫站台。輔選人士指出，馬英九非常
重視基隆市選情，訴求團結不分裂，盼支持者把選票
集中在謝立功。
民進黨方面，這兩天將由蔡英文、蘇貞昌、謝長廷

等黨內要角南北車隊掃街，最後會師南投，拉抬台灣
中部選情。

連勝文稱不考慮穿防彈衣
為了避免候選人遭到槍擊，「國安局長」李翔宙建議
候選人參加競選活動時穿上防彈衣，無黨籍台北市長候
選人柯文哲20日晚掃街拜票已穿上防彈衣，國民黨籍台
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則沒有這樣的想法。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前往永和幫市議員輔選時
遭到槍擊，臉頰被子彈貫穿，因此各界關注連打選戰

會不會穿防彈衣。連勝文21日上午參加全台宗教界為
社會國家祈福大會會後聯訪時表示，目前沒有這樣的
想法，也沒有人跟他討論。

連妻綠營票倉拜票
至於連勝文的妻子蔡依珊，21日上午狂掃綠營票倉
大同區蘭州市場時，許多攤商熱情爭相握手。蔡依珊
花了50分鐘拜票，市場每個角落都不放過，有民眾送
上象徵旺來的鳳梨與好彩頭的菜頭，還有商家準備了
「桃過一劫」飾品送給她。

台廈兩地交通卡有望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艷

芳 廈門報道）台灣居民持台
灣悠遊卡與福建廈門市市民
持公交e通卡有望在兩岸實現
通用，廈台兩地公共交通、
小額消費、旅遊等可以直接
刷卡消費。
近日在廈門舉行的第十
屆海峽兩岸信息化論壇暨
閩台「兩化融合」（信息
化和工業化融合）項目對接洽談會披露上述消息。
廈門信息集團指，作為福建省發行量最大的小額支付卡，廈門e通卡正加
速推進與台灣悠遊卡對接，目前正等待台灣有關部門審核。兩卡合一後，
持卡人一卡在手，即可在廈門、台灣兩地的公共交通、小額消費、旅遊等
應用環境實現便捷支付。

台北市立動物園報喜訊，河馬寶寶「娜竹忠雨」於日前誕生，個頭超
級迷你的牠總是緊跟在媽媽身旁，模樣可愛。 中央社

大小河馬

■廈門公交e通卡。 記者陳艷芳 攝

■台北府城隍廟21日晚間舉行夜
巡，連勝文出席並扶轎。 中央社

■連勝文的妻子蔡依珊21日上午到綠營票倉大同區蘭州市場拜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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