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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禽流感現H5N3新病毒

面對禽流感爆發，台灣防檢局已成
立了緊急應變小組並定期公佈最

新疫情，16日，防檢局宣佈，在高雄路
竹及屏東萬丹各一處養鵝場檢出H5N3
新病毒，兩場共有2720隻肉鵝已全數撲
殺。不到10天內，台灣已檢出4種高致
病原病毒，讓禽流感防疫更加嚴峻。

疑候鳥遷徙致疫情擴大
根據台灣中興大學獸醫系名譽教授謝
快樂推測，這波禽流感疫情實際上自去
年12月底已爆發，與候鳥赴台過冬時間
相吻合，而已經驗出的有H2、H5和
H8病毒，至於N2、N8及N3則來自不
同的地區和國家，代表病毒是候鳥在遷
徙路徑有重疊，很可能是在北方的西伯
利亞等地已完成病毒重組，再將病毒帶
進台灣。

台灣「農委會」表示，這波已經驗出
的病毒共同的特徵都擁有6個鹼基，屬
於高致病性和死亡率，至於新驗出的
H5N3在台灣屬首例。其中，H5的病毒
基因與韓國的相似度高達99%，N3則
與泰國的鴨檢出的H1N3、蒙古綠頭鴨
H2N3，及高雄茄定候鳥排遺的H5N3
相似達98%。

鴨農聘專人驅鳥
針對全台爆發禽流感以及新病毒出

現，為防病毒突變「禽傳人」，台「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緊盯每一個淪陷
禽場的相關接觸人員；根據16日最新統
計，遭列管進行健康監測的人數，已累
積676人，其中有30人出現類流感症
狀，20人排除感染。
為防止西部屏東、嘉義、雲林等縣爆

發的禽流感疫情蔓延入侵，台灣東部地
區「嚴陣以待」。台東縣政府自16日中
午起嚴格禁止溫體的陸禽、水禽及生雞
糞進入縣境，並以1個星期為期限。縣
政府農業、警察等相關單位在多處進入
縣境的道路交界處設置攔查點，實施查

察及取締，若業者強制通行，將處管理
人或所有人新台幣5萬元以上至100萬
元以下罰鍰。同樣迄今未有爆發疫情的
花蓮縣，有鴨農擔心病毒藉由候鳥傳
播，已成立趕鳥部隊，全天候巡視，且
用沖天炮驅趕候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道）福建省有關方
面16日證實，平潭自貿園區將於3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
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周青松稱，未來平潭將實現
綜合實驗區和自貿區「雙紅利」的政策疊加，在借鑒上海
自貿區經驗的情況下，突出對台融合發展，同台灣「自由
經貿區」（下稱「自經區」）實現區區對接，為內地自貿
區建設提供示範。
周青松表示，與其他自貿片區功能定位比較，平潭擁有

政策紅利上可實現疊加、突出面向自由港方向發展，推動
與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建立「區對區」合作，促進兩岸融
合，力爭在台胞就業生活方面享有更多優惠政策。
他透露，平潭目前在「複製」上海自貿區51項經驗中，

有11項已實施，其餘試點將於今年完成。同時，平潭還將
提出首批創新試點共計72項，包括「推進政府管理模式創
新、開展兩岸融合綜合試點、推進金融領域開放、探索自
由港運行模式」等。

台媒：2030年人口將達百萬
據《台灣商業週刊》最新預估，平潭將於2030年從目前
的40萬人口，增長至100萬人，其中20至30萬人將來自對
岸。對此，周青松表示，平潭在建設兩岸共同家園上成效
明顯，目前已有296家台企落戶，在平潭就業生活的台胞
達1000多人。而2015年平潭將吸引台胞2000名以上到平
潭創業就業、新增台資企業落地超過150家；對台海上直
航年運送旅客力爭超20萬人次。
他還稱，平潭計劃再推動建設2個台胞社區，爭取引進
10家台灣中介組織和服務機構，支持創辦兩岸合作或台資
獨資的專科醫院、學校。啟動平潭至新竹新航線工作，推
動「車輛互通行駛」。

80台灣人疑涉毒 巴拉圭遭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當地時間15日晚間，巴

拉圭警方在位於東方市（Ciudad del Este）都會地區赫南
達里亞斯市（Hernandarias）1處高級住宅區，發現吸食用
的毒品，當場拘捕以觀光客身份入境巴拉圭的80名台灣
人，其中男性57人，女性23人。
警方發言人科爾曼（Wilfrido Colman）指出，社區居民

因經常在深夜聽到敲鍵盤的吵雜聲音，對出入別墅人士的
行為舉止感到怪異而報警處理。
目前，所有人繼續留在別墅內由警方看守，35歲的華裔
男子Ching Waing Lang疑似負責照管這些台灣人，被捕接
受調查。
負責此次行動的巴拉圭法務部檢察官阿科斯達（Alfredo

Acosta）指出，這名華裔男子持有所有台灣人的護照，因
而有販賣人口之嫌。警方也懷疑有更多台灣人在同一社區
的其他別墅內。
阿科斯達指出，這些台灣人使用電腦設備和手機工作，

雖然沒有人會說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或英文，但行動力驚
人，當局將調查他們是否從事非法犯罪行為。

平潭自貿區3月正式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禽流感自9日爆發以來，疫情

仍在不斷擴大。台灣「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6日宣佈在高

雄、屏東各有一處肉鵝場首度檢出H5N3病毒，讓這波疫情除了舊

型H5N2、新型H5N2及H5N8外，再加一新型病毒，而且證實是台

灣首例。但是否為全球首例，台防檢局表示，要比對過全球所有的

病毒型號才能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中、彰化及南投
3縣市觀光旅遊局處負責人連同30位觀光業者，16日
在香港推介將於下月在台中市舉行的台灣燈會及中彰
投旅遊行程。台灣「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主任
巫宗霖表示，去年港澳遊客至台灣達137.5萬人，增
加16%。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長陳盛山表示，這是首次
台灣燈會和中彰投觀光旅遊聯合進行行銷，香港是台
灣對外旅遊宣傳的首站，希望透過整合中台灣旅遊景
點，重新包裝和主動出擊，吸引更多港澳旅客到台中
看燈會、品味中台灣。
他指出，現時香港與台中直航機每周往返最多達
120班次，90分鐘即可抵達，來往非常便利，對港澳

旅客來說，中台灣旅遊一直都是假期的重要選擇。

今年燈會台中舉辦 酒店最低4折起
為配合這次燈會，中彰投當局特別規劃多種觀光

巴士，遊程1日至3日不等，每人的費用從新台幣
1700至6150元，2日以上行程皆包括住宿費。燈會
期間，觀光飯店公會推出續住第二晚可享最低4折的
優惠，並有專車接送旅客到燈會現場。
巫宗霖表示，雖然這次部分酒店以低至4折的優惠

作為招徠，但希望未來可以不用走低價促銷的路線，
也可以讓港客覺得物有所值。他認為，台灣特別是台
中地區，充滿濃厚的人情味，對於步伐急速的香港人
而言，會是理想的悠閒之地。

港澳客赴台遊年增近兩成

■台中市長林佳龍（左2）等人日前在台中市政府出席
2015台灣燈會聯合行銷記者會。 中央社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昨日會同相關單位稽查市場攤商及家禽飼養場，未發現違規
私宰販售情況。 中央社

由甘肅省
文聯主辦的
「我們的中
國夢——萬
名書法家送
萬『福』進
萬家」公益
活動日前於

蘭州舉行啟動儀式，100名著名書法家揮毫潑墨，將
現場書寫的一個個精美「福」字送到出席活動的環
衛工人代表手中。啟動儀式後，主辦方將繼續組織來
自全省的萬名書法志願者，分赴定西、白銀、武威、
金昌四市，開展為基層群眾送萬 「福」進萬家活
動。 ■記者 王岳、實習記者 李娣娣 蘭州報道

80後連遭不幸罹重症

川老夫妻鑽石婚 奧巴馬送祝福

民間高手廢零件塑鐵關公民間高手廢零件塑鐵關公

家在江西吉安的
彭本祿29歲，

2004年考入山東財
經大學，畢業後認
識了滕州姑娘劉緒
蕙。2009年劉緒蕙
的父親不幸病故，

為了照顧母親，劉緒蕙辭職回到老家滕州西崗鎮衛生
院成為一名臨時工。彭本祿也選擇放棄在濟南剛剛有
點起色的事業，和她一起回到滕州，婚後兩人生下了
一個可愛的女兒。不幸的是，去年4月份彭本祿在製
藥公司上班時發生火災，造成他深二度燒傷。沒想到
出院不久，彭本祿身上突然出現了很多出血點，被確
診患上了急性超重型再生障礙性貧血，一種近似於白
血病的重症。入院時他的血小板已經只有一個了，白
細胞也只剩零點幾，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因為沒有合適的骨髓配型，彭本祿在天津血液病醫院

接受了ATG治療，一百多萬的治療費用
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為了湊錢治
病，彭本祿一家把能賣的東西都賣了，
他的同學甚至把準備買房子結婚的錢借
給了他，即使如此，90萬元治療費仍在去
年底告罄。

每天費用五千 同學婚錢相借
危急之中，彭本祿的母校山東財經大學發起

一場愛心接力，短短半個月募集了50多萬元。劉緒蕙
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彭本祿每天的基本醫療費需5,000
多元，令人欣慰的是白細胞數量昨日已經升
至0.26。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彭本祿最快可
於三個月後結束治療。
談到未來的希望，劉緒蕙說眼前最盼

望的是能回家過年，「其次就是彭本祿
早早康復，把同學們的錢還上」。

吉林長春市德惠市民王錦思收藏
了一本薄薄的發黃線裝冊子，乃
1937年長春電話號碼簿，上面紙張
已經破損，但泛黃的頁面記錄了偽
滿時期長春的政府機構設置以及詳
細的辦公住宅，還有「末代皇帝」
溥儀以及川島芳子哥哥的電話。
據當地媒體報道，這些年來，王

錦思一直關注偽滿時期的歷史，並
收集與這段歷史有關的文獻和資
料。一個偶然機會從朋友處了解
到，有人收藏了一本1937年的長
春電話號碼簿，頓時勾起了他的好
奇，他看到上面有溥儀和川島芳子哥哥的電話，還詳細記錄着政
府機構的辦公地址，從中能看到當時長春的經濟情況、商業以及
生活情況。據介紹，這本電話簿破損嚴重，中間的幾十頁已經被
撕毀，電話簿上都是日文。 ■實習記者 張睿航 綜合報道

記者日前從第三軍醫大學重慶西南醫院獲悉，該院正在打
造「血液銀行」，市民可以在體質健康之時抽取一定血液儲
存起來，以備自己日後不時之需。這是內地第一家提出「血
液銀行」概念的醫院。
該院血液科負責人表示，「血液銀行」是指市民在身體非常

健康的情況下，到醫院將自己的血液或者血液成分採集起來，
通過技術手段保存，當本人有急需時，再輸回給自己。這種方
式不僅可以避免血源緊缺問題，還能減少輸血過程中的風險。
「健康儲血最長保存期限為10年。」該負責人說，健康儲血
目前已經開放預約，每次採血量400毫升，採血一次收費1.5萬
至2萬元左右。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母校 50萬助渡難關
岳父病逝岳父病逝、、工作中一次意外釀成深二度燒傷工作中一次意外釀成深二度燒傷，，出院不久又查出急性超重型再生障礙出院不久又查出急性超重型再生障礙

性貧血性貧血，，山東滕州的彭本祿和妻子劉緒蕙連遭人生不幸山東滕州的彭本祿和妻子劉緒蕙連遭人生不幸。。正當家中為治病已囊空如洗正當家中為治病已囊空如洗

時時，，一場愛心接力在彭本祿母校山東財經大學校友間開始一場愛心接力在彭本祿母校山東財經大學校友間開始，，半個月來籌集半個月來籌集5050萬元善萬元善

款款，，彭本祿的白細胞數量在愛心的感染下不斷提升彭本祿的白細胞數量在愛心的感染下不斷提升。。 ■■記者記者 于永傑于永傑 山東報道山東報道

近日，家住四川成都市武侯區的王再功和
梁玉芹兩位老人迎來了他們的「鑽石婚」，
在60周年紀念日當天，他們收到一份特別的
禮物—美國總統奧巴馬及夫人米歇爾親筆為
老人送上的賀卡祝福。
2015年恰逢86歲的王再功與85歲的妻子梁
玉芹結婚60周年。為了給老人一個驚喜，移居
美國的曾外孫女在去年底給美國白宮寫了一封
信，希望奧巴馬能夠給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的

「鑽石婚」送上一
份祝福。2015年 1
月2日，兩位老人
的結婚紀念日上，
收到了這份來自遠
洋的祝福。
「我謹代表我

和我的家人在你
們結婚60周年紀
念日之際，向你們
表示衷心的祝賀……
衷心祝福你們鑽石婚
紀念日快樂！」印有白宮標誌的賀卡上，奧巴
馬及米歇爾的親筆簽名十分醒目。
收到奧巴馬夫婦的祝福，兩位老人十分興

奮：「沒有什麼比曾孫女精心為我們準備的
這份遠洋禮物更有意義了。」

■記者 周盼 綜合報道

浙江寧波鄞州區雲龍鎮
甲村的一家汽修店旁，一
座由廢棄零部件組成鋼鐵
關公正在製作當中，而這
座威武的關公從設計、材
料收集、製作都是由王
榮、周則府、沈心行這三
人合作完成的。
據悉，王榮是鄞州區雲
龍鎮甲村的一家汽修店老
闆，曾利用廢舊物品接連
造出了變形金剛擎天柱、

大黃蜂等而在網上一炮走紅。周則府有美術功底，是中級焊工。
沈心行則擁有一手搭鋼架的技能，擅長焊接，乃高級焊工。
製作大型機器人是周則府的夢想。王榮則一直想做個中國本土

人物。三人最後決定打造「忠義雙全」的關公。關公原材料全部
取材廢棄零部件，單是關公一把青龍偃月刀就重250公斤。三
人希望在農曆春節前打造完成，預計成型後關公將高10餘米，
重10噸。 ■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道

渝首渝首家家「「血液銀行血液銀行」」存存400400毫升需毫升需22萬萬

偽滿時期電話簿偽滿時期電話簿 現溥儀電話現溥儀電話
送萬「福」進萬家

■王錦思和他的藏品。
網上圖片

募募

■劉緒蕙為丈夫揉背。
本報山東傳真

■梁玉芹和王再功結婚60年恩愛如初。
本報四川傳真

■■奧巴馬夫婦親筆簽名奧巴馬夫婦親筆簽名
送上的祝福賀卡送上的祝福賀卡。。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彭本祿與女兒在一起彭本祿與女兒在一起。。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王榮、周則府正在使用工業氧氣管
來裝扮關公的鬍子。 網上圖片

魏占興魏占興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