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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入冬以來最強的一波寒流前日襲擊
台灣，全台溫度急降，玉山、合歡山、阿里山等山區都迎來降
雪，其中阿里山更是9年來首度降雪。這波低溫造成全台43人
猝死，大多發生在凌晨到中午之前，其中桃園縣12人猝死最
多，其次是新北市10人，至於台北市、台南市各6人，其他縣
市則有9人。
另外，台中市豐原葫蘆墩公園附近水域，前日還發生魚群集

體暴斃事件，魚屍綿延約2公里，環保部門稽查人員檢測發現
河水未遭污染，懷疑是魚群難敵低溫才集體暴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龍金福州報道）春節臨近，閩台海上
客運也迎來高峰期。有關部門預計，春運期間，閩台「小三
通」及客滾直航運送旅客人數有望超10萬人次。
據悉，春運期間，「兩馬(即福建馬尾與台灣馬祖)」航線計劃

安排80個班次，廈金航線預計正常運營的航班超過1400班次，
運送旅客預計將達到10萬人次。平潭「海峽號」航線計劃安排
62個班次，預計共運送1.5萬人次。
據了解，平潭至台中海上客運航線將在30日(農曆除夕)停

航；經營廈門與高雄、基隆、台中航線的「中遠之星」客滾
船，在1月28日至2月26日因年檢停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通社報道，遊客到台灣
都會購買當地水果嚐
鮮，並大多喜愛購買夜
市的現切水果。台北市
衛生局昨日公佈去年10
月至12月夜市現切水果
攤抽查結果，共計抽驗
47件，其中13件不合格，分別有9件(即近兩成)添加殺菌劑過氧
化氫、4件違法添加甜精。當局已通知攤商下架違規產品。
當局提醒，過氧化氫若食用過多可能會引起嘔吐、腹瀉等腸

胃道刺激症狀，甚至還會導致腸胃道潰瘍、出血、黏膜發炎
等；人工甜味劑糖精若食用過量，常引起口乾、胃酸過多，導
致腸胃道不舒服的情況，如長期食用，易增加腎功能負擔。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由原台灣經

濟建設委員會等部門改組而成、被稱為「小
行政院」的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昨日舉
行揭牌儀式。馬英九致詞時提議，「國發
會」不再限於經濟發展議題，也包括其他領
域，例如防務、外事和「陸委會」等部門。
他期勉該會在各部會間發揮潤滑劑與催化劑
的功能，讓台灣的發展從前端研究到執行都
發揮真正功效。
馬英九表示，台灣現正努力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參加經濟整合，也不僅是
經濟建設的問題，還涉及「外交部」和「陸
委會」，因為大陸是台灣最大貿易夥伴。因

此他提議，相關部會的首長，也可以納入
「國發會」委員會議的委員之中。
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致詞表示，這象

徵台當局組織改造的真正落實，希望「國發
會」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扮演「小行
政院」角色，規劃政策，超越經建會「財經
小內閣」效能。
首任「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表示，該會是

台灣發展策略的運籌總部，當務之急是提出
積極的政策，讓社會對未來有正向期待，以
打破經濟低迷的負向循環。除了已規劃完成
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未來將提出「商品
與服務輸出」新的戰略規劃，也將推動改
革，讓台灣成為「從創新到新創的樂園」。

「小內閣」揭牌 馬倡納「陸委會」

郭正亮直言，當時謝長廷一度神
情嚴肅地對他說，要挺身參選

黨主席，藉此凸顯3個重大課題：
一、要說出真相，要全面檢討蘇的
領導失敗。二、要敢說真話，要全
面檢討黨的兩岸困境。三、要敢於
承擔，主席要專職，不要選「總
統」。

「不再讓蘇蹉跎改革時光」
郭正亮轉述，「謝長廷有點生氣

的對我說，蘇最好宣佈不參選『總
統』，如果不願意宣佈，還好意思
繼續參選黨主席，我一定讓他痛苦
到底」。他認為，謝這席話，言下
之意，就是對蘇貞昌已經「徹底絕
望」，對蘇領導失敗所導致民眾對
兩黨普遍失望，更是痛苦難熬。

儘管謝未鬆口是否參選黨主席，
但他所謂競選主席的「理念」，雛
形已出爐。郭正亮透露，去年12月
30日曾與謝長廷長談2小時，謝坦白
說，2016 年是民進黨最後執政機
會，但過去2年，蘇貞昌領導民進黨
讓人深感失望，他不會再讓蘇繼續
亂無章法，蹉跎改革時光。
郭正亮曾追問，如果謝堅持參

選，必然會演變成「謝、蔡分
裂」，屆時不就便宜了蘇貞昌？對
此，謝長廷回應，「那就要好好談
一談，必須協調，因為我有我的想
法。」
謝長廷並稱可以公開承諾若當上

黨主席，將會專職，未來不會參選
「總統」，並公開支持前黨主席蔡
英文參選2016年「總統」選舉。而

且，這個想法也已經找蔡英文談了2
次，只是蔡還沒做最後決定。

民眾黨員對蘇期待存落差
對於郭正亮的爆料，謝長廷昨日回

應稱，郭的話只是引用他講話的片
段，請外界不要在這些片段上作文
章。不過，被問及是否對蘇貞昌的領
導不滿意？謝說，「人民的期待有落
差、黨員的期待也有落差」。
輿論認為，郭正亮的爆料及謝長

廷的回應，事情的全貌已呼之欲
出。目前蔡的最大顧慮，並不是自
己能否勝蘇，而是擔心一旦由謝代
表參選，最後未必能保證勝選，由
此導致「兩個太陽」繼續困擾民進
黨；但隨黨魁選舉臨近，「蔡謝
結盟」的佈局將更為清晰。

謝長廷擬爭黨魁
指蘇亂無章法

挺蔡參加大選 聲言率黨走出兩岸困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民進黨

主席改選在即，前「行政院長」謝

長廷參選態勢逐漸明朗。民進黨前

「立委」郭正亮透露，謝長廷曾當

面向他說，對黨主席蘇貞昌2年領導

深感失望，不能再任由亂無章法，

蹉跎改革時光。謝對蘇已經「徹底

絕望」。謝長廷並稱若當上黨主

席，則未來不會參選「總統」，並

公開支持前黨主席蔡英文參加大

選。

閩台海上春運料超10萬人

寒潮襲台 43人猝死

台北夜市現切水果台北夜市現切水果
兩成含殺菌劑兩成含殺菌劑

■夜市某現切水果攤一隅。 網上圖片

■民眾騎
電單車在寒
天中出行。

中央社

■馬英九（右2）在揭牌典禮上。右為前「副總統」蕭萬長，右3
為「國發會」主委管中閔。 中央社

■謝長廷（左）對蘇貞昌兩年領導深感失
望。不和的伏線或早已埋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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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傷腦變狂躁 沸水潑母親
兒子周維寶今年44歲，20年前在幫別人蓋房

時從二樓跌下，不慎摔傷腦部，四處求醫均無功
而返。周維寶從此變得狂躁，經常向家人施暴。
他要做什麼就得做什麼，家人稍不順其意，伸手
就打，多次掄起棍棒毆打家人，屢屢摔碎家中值
錢的物品，甚至用滾燙的開水潑向親生母親。
記者在周逢剛帶領下，來到他家西側的一處破

屋前。周維寶蜷縮在地上的稻草堆，左腳腳踝上
被一根生銹的鐵鏈拴。他上身穿破舊的衣
服，下身赤裸。在採訪的過程中，周維寶一直煩
躁不安，嘴裡胡亂地說話。記者冒險靠近他
時，他就用很「兇」的眼光看，並在草叢中尋
找磚石欲進行攻擊。
說起兒子被鎖的事，老夫婦倆幾度眼眶濕潤。
周逢剛說，家中的錢全部花光了，最後也沒有錢
給兒子進行治療。此後，兒子的病就越發嚴重起
來。在三四個村民的協助下，才將兒子拴住，放
在自家廢棄的破屋裡。這一鎖就是15年。
採訪中，周逢剛一直不離記者左右，擔心兒子

傷到記者。周逢剛太太楊祖秀說，她每天和老伴
輪番將燒好的飯菜送到兒子手上，然後遠遠看
他吃完。由於不能隨便解開鎖鏈，兒子大小便都
是在草叢中解決。周逢剛說，他和老伴歲數都大
了，雖然身體一直不好，但總算還能給兒子送
飯，保證兒子還能活。他擔心，如果有一天，
他和老伴都老了，這個兒子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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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一名經濟系
的女大學生日前考
試 時 「 絕 處 求
生」，在一道沒有
給出答案的名詞解
釋題「庇古效應」
空白處寫了一句
「老師，祝您新年
快樂，萬事如意」。令閱卷的徐老師哭笑不得。徐老師拍下照片發了
微博，在博文中寫了一句「我也祝你新年快樂」，引起學生們熱轉。
網友紛紛表示「學生很可愛，老師真有愛」。但當大家紛紛疑惑

這個學生會不會不合格時，徐老師十分「鐵面」地表示，自己十分
感動，但卻拒絕給分，該題判「0」分，總體看下來，該生會不合
格。徐老師解釋，因為考試是嚴肅的事情，希望學生們能有真才實
學，而不是靠人情掙分。 ■《武漢晚報》

「在我沒回家時，我媽是『親親』；快要回家
時，我媽是『嘻嘻』……」春節臨近，在遠方的
孩子能回家過年團聚，成為了千萬母親的心願。
網上一張展示母親與兒對話回家的9個QQ表情
圖，近日在網上被瘋轉。不少網友看得眼眶濕
潤。專家表示，簡單的東西也能深入人心，這幅
圖片最重要的是傳達了母愛和溫情。
「好想快點坐飛機回家給媽媽一個擁抱。」網
友「拉肚肚」表示，自己每年都只有春節可以回
家，每次要回家前，媽媽每天都會打個電話，催
促她早點回家。回家後媽媽對她特別好，可是過
了兩三天，兩人就要互相拌嘴，到了要走的時
候，又特別捨不得。 ■《重慶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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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緝打我媽媽的

人！」四川遂寧市一
診所外近日有一名孕

婦在其腹部貼的紙上這樣寫
。這名31歲的曾姓女子說，
白紙上的是其腹中5個多月大的
寶寶的吶喊聲，「兩天前，我在
這兒被打。母子連心，我寶寶肯
定心疼他媽媽的吶！」
曾女士稱，當日她牽剛滿2歲的女兒散步時，一對母女模樣的

人迎面走來，年輕女子的手提包撞在曾女士女兒額頭上。曾女士為
此上前理論，卻被二人扯脫一綹頭髮，還被打翻在地，醫生現在都
不敢斷定胎兒有無問題。「打人者逃之夭夭，希望目擊者看在孩子
的份上給警方提供一些線索。」曾女士說道。 ■《華西都市報》

鎖鎖「「瘋兒瘋兒」」1515年防傷人年防傷人

夫婦夫婦 無無奈奈痛痛心心
安徽省巢湖市周逢剛夫婦用一

根約兩米長的鐵鏈將兒子周維寶

栓了15年，以防意外摔傷腦

部、患上「瘋病」的兒子毆

打家人和威脅村民。媒體

近日採訪 64 歲的周逢

剛，去體會老人那讓

人心痛的無奈。他不

知道這樣控制兒子

對不對，但他有個

善良的願景，那

就是千萬不能傷

及無辜。

■人民網

四川

母盼兒歸表情圖感動網友
被譽為「中華神

盾」的171號驅逐
艦近日常在重慶壁
山 秀 湖 公 園 出
現？！說的是61歲
退休老人王選華製
作的100：1比例模
型。這艘「中華神
盾」不但能以遙控
器移動，還可發射

距離達十多米的「導
彈」。王選華每次放船都
引來圍觀，「我還準備做
其他型號的艦船，到時候
組成一個艦隊。」他很有
信心地說。 網上圖片

遙
控
「
中
華
神
盾
」

■考生在答卷寫上的祝福語讓老師哭笑不得。
網上圖片

■■曾女士腹部寫曾女士腹部寫「「通緝打通緝打
我媽媽的人我媽媽的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周維寶被鎖破屋裡，大小便都在草叢中
解決。 網上圖片

■■周逢剛準備給兒子擦洗周逢剛準備給兒子擦洗
時時，，被搶走毛巾被搶走毛巾。。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我沒回家時，
我媽是「親親」

快要回家時，我
媽是「嘻嘻」

在我到家那天，
我媽是「哈哈」

剛 開 始 兩
天，我媽是
「呵呵」

後來是「右哼
哼」

再過了幾天，
就是「怒」

又 過 了 幾
天，我媽是
「怒罵」

等 我 要 走
時，我媽是
「失望」

等我走了好久
以後，我媽是
「悲傷」

媽媽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