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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奇事件」兩主官記過調職
「行政院長」指事件反映「軍紀完全禁不起考驗」

飯店節水籲住低樓自備毛巾 「振和168」4遺體找到 9人仍失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自14歲
成為雕刻學徒以來，黃媽慶刀下誕生無數
荷葉、絲瓜、飛鶴、小鳥、龍頭、游魚等
動植物栩栩如生的形象，但他卻很少直接
刻畫人。這種偏愛自然、復歸於樸的雕刻
風格恰恰是這位63歲台灣木雕大師的心
境寫照。

「哇！這真的是木頭雕的嗎？」在台中
文創園，黃媽慶的展覽《順逆皆自然》讓
很多前來參觀的市民和遊客難以置信，不
少觀眾駐足停留，審視再三。身着紫色中
式傳統服裝的黃媽慶神情恬淡謙遜、從容
而不失熱情地為觀眾講解：「萬事萬物有
其因緣，該來的總會來，順逆皆然，順
境、逆境皆是恩人。」

受道家佛家影響深
在黃媽慶的家鄉鹿港，人文薈萃，自古

港埠經濟繁榮。作為土生土長的鹿港子
弟，黃媽慶自幼拜師雕刻名家王錦宣，參
與廟宇興建與維護，奠定他作品的傳統根
基，也為未來的創作打下深厚基礎。

他坦承，老子陰陽、佛家輪迴對他的影
響很深。在他的創作中，最喜歡樟木雕成
的《紅葩迎曦》：殘荷下面，小荷已露尖
尖角。「新舊交替，體現了生命的輪
迴。」他說，為了完成這幅作品，從構思
到最終成品耗時兩三個月。隨後於2010
年贈送給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的《荷風

蓮開》，也是他另一幅得意之作，不少大陸民眾也
因此領略到黃媽慶的手筆。

雖然木雕創作很辛苦，但黃媽慶依然甘之如飴，
並視木雕創作為一種修行。在他的一呼一吸、一刀
一錐中，原木的質樸敦厚、自
得的恬靜油然而生。他把自己
的生活體悟融入到傳統技法
中，既保留了傳統味道，又呈
現個人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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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傅龍金，特約通
訊員 李克鋒 福州報道）大陸貨輪「振
和168」在台灣西犬島水域翻沉後，兩
岸搜救力量持續搜救。福建省海上搜救
中心昨日下午通報，已找到4具遇難船
員遺體，尚有9人失蹤。

「振和168」輪3月30日凌晨4
點40分在相關海域翻沉，直至當日
傍晚，該貨船船東才向海事部門報
警求助稱，船上13名船員全部失
蹤。台灣方面獲訊後，派出兩艘海
巡船在西犬島附近水域搜尋，並組
織相關力量加強對西犬島附近島嶼
沿岸灘塗的搜尋，4月5日在東犬島
找到1具遇難船員遺體並交由台灣

馬祖紅十字會。
而接報以來，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相

繼調派5艘救助船28名潛水員加入搜
尋，先後在遇難船生活區艙室內找到3
具遇難船員遺體。
目前，遇難船打撈工作仍在進行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限水第
三階段今日啟動，桃園各飯店各有節水方
案，有飯店以優惠方案鼓勵住低樓層，也
有飯店希望自備毛巾、浴袍則免收服務
費。
古華飯店表示，因應水情吃緊，飯店游
泳池區在限水期間不開放，另外飯店網站
上也已說明，因應抗旱，希望國內外旅客
能共體時艱，盡量減少毛巾使用量，另外
缺水期間所影響會員權益問題，也將延長
會員期限。古華飯店副總經理陳文琪表
示，已強化所有員工節水意識，在維持衛
生、服務品質下，做到節水高規格的準

備。
桃禧航空城酒店除了停止俱樂部游泳池

營業外，也推出「節水住宿」方案，希望
房客能盡量住在低樓層，並使用淋浴，減
少使用浴缸，費用從兩人一晚含早餐
3,500元（新台幣，下同），降到2,900
元，「以省錢鼓勵省水」。
南方莊園表示，在限水期間若逢地區兩天

停水期間，將停止游泳池、水療區的運作，
同時各房間內水杯將採免洗杯，避免沖洗的
浪費。南方莊園行銷部總監譚淑梅說，為了
鼓勵節水，房客在入住時，只要提到自備浴
衣、毛巾等，則不收取服務費。

據中央社報道，「國防部」昨日表示，勞乃成並非初
犯。經查陸航601旅旅長簡聰淵少將今年2月20日也有
邀請親友共4人參觀機棚，「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表

示，簡聰淵被記過3次，並調離現職處分。陸軍阿帕奇
事件共分為兩案處理，「航空601旅違反內部管理案」
和「私帶頭盔案」，身為航特部601旅旅長，簡聰淵在

前案被記過2次，後案被記過1次並調離現職。

高廣圻毛治國分別道歉
「國防部」昨日上午召開記者會，陸軍在「未遵營區

會客規定」檢討部分指出，勞乃成3月29日邀請親友計
26人，其中勞員小姨子的男友平山直人為日籍，另有4
員外籍看護；勞乃成另曾於2月22日邀請親友計10
員，參觀機棚。
高廣圻在記者會上稱，已要求台防務部門成立項目小

組，將對案件追究到底，對於勞乃成等人違法部分，將
配合檢調偵辦並就軍官違規行為道歉。台「行政院長」
毛治國當天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相關事件反映軍
方「軍紀完全禁不起考驗」，他亦為此事道歉。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藝人李蒨蓉日前在社交網絡平
台「臉書」貼出參觀AH－64E阿帕奇直升機的照片，
引發軒然大波。據台灣媒體披露，3月29日，台陸軍
「航空特戰指揮部」軍官勞乃成帶李蒨蓉等20多人前
往修護廠房參觀，甚至讓李倩蓉坐進機密等級相當高
的駕駛艙模擬駕駛，並違反台軍信息安全規定，讓李
倩蓉拍照。此後媒體進一步爆料，勞乃成去年曾穿飛
行裝、戴造價200萬元（新台幣，下同）的阿帕奇直
升機頭盔參加私人聚會。事情曝光後，台灣軍方起初
給勞乃成記3個申誡，但隨着社會輿論壓力不斷加大
和檢方的介入，案件不斷升溫。檢方進一步發現，此
次違規參觀成員還包括6名外籍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針對軍官違規帶人參觀阿帕奇直升機和軍營事件，台灣陸軍昨
日公佈第二和第三波懲處名單，目前有17人遭「申誡1次」至「記過2次」處分，主要當事
人勞乃成被記兩大過並調離現職。此外，陸航601旅旅長簡聰淵亦被記過3次，並調離現職
處分。

■鹿港木雕大師黃媽慶雕刻的海洋世
界。 網上圖片

■■福建海事部門正在進行翻沉船福建海事部門正在進行翻沉船
舶打撈工作舶打撈工作。。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毛治國亦為此事件道歉毛治國亦為此事件道歉。。 中央社中央社■■高廣圻就阿帕奇案表示最大歉意高廣圻就阿帕奇案表示最大歉意。。 中央社中央社

據內地媒體近日報道，四川廣安鄰水縣一幼兒園
園長在駕車上班途中，捎帶一名就讀該園的3歲女
童一同前往。放學後，女童家長來接人時，竟發現
孩子已被悶死在園長車內。目前，涉事幼兒園蔣姓
園長已被警方採取強制措施，女童的班主任楊某已
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立案調查，相關善後工作正在
進行中。
據多名知情者表述，鄰水縣解慍幼兒園園長蔣

某駕駛私家車去上班，途中偶遇在該園讀小班的
王某和家長，蔣某便停車將小孩子接上。到學校
後，蔣某把車停在校園內的操場邊樹蔭下。
當日，王某的爸爸打算去幼兒園接回孩子時，
班主任楊某竟告訴他王某當天未到班上課。王某
家長在校園中焦急尋找一圈後，竟發現孩子倒在
園長車內。後送醫搶救，但王某已經死亡。據了
解，事發當天鄰水城郊最高氣溫為25℃，日曬
烈度較大。
知情人士稱，蔣某今年大約40歲。「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工作認真負責，對家長和孩子
也很和善。」目前，鄰水當地相關部門正積極介入調查處理，善後工作也正在進行中。

■記者周盼四川綜合報道

搶救肝衰竭高中生
大學生接力獻血

3歲女童悶死園長車內

烏魯木齊建築工地旁現烏魯木齊建築工地旁現「「火山口火山口」」

絲帶鎖同心

近日，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究院電子信息顯示超薄玻璃生產線，
穩定生產出0.2毫米超薄玻璃基板，打破自己去年剛剛創造的0.3毫
米國內電子玻璃工業化生產極限，完美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截至目
前，蚌埠玻璃設計院成為國內唯一具備批量生產0.2毫米至1.1毫米
全系列品種超薄浮法電子玻璃的企業。
在蚌埠玻璃設計院超薄玻璃生產線上，記者看到僅有0.2毫米厚的

超薄玻璃似一張紙片，在兩名工作人員的手中輕鬆實現了近乎對折
彎曲。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次0.2毫米超薄電子玻璃的成功工業化
穩定批量生產，完全替代了目前面板行業對超薄玻璃的二次減薄環
節，徹底打破國外壟斷，極大地節約資源、降低成本，為電子信息
行業向輕薄化、智能化、環保化、高性能化方向發展提供了強大技
術支撐。
據用戶反映，蚌埠玻璃設計院生產的超薄玻璃質量性能良好，主

要質量性能指標與國外進口產品相當，完全達到電子工業用超薄浮
法玻璃質量要求，產品加工良品率在85%至95%之間。 ■中新社

新疆烏魯木齊市西
泉街某小區建築工地
附近山坡上，日前出
現 了 一 個 「 火 山
口」，這個入口呈不
規則圓形，直徑約80
厘米，呈喇叭狀，遠
遠觀望，裡面冒出熱
氣，讓洞口的周圍都
在微微抖動，在離洞

口1米的範圍內，熱浪撲面而來，讓人睜不開眼，洞裡的紅光在山灰
色的背景下顯得異常惹眼。
據在附近工作的建築工人介紹，這個洞早在去年6月就有了，當時
只有20厘米左右，沒有現在這麼大。聽老輩的人說是地下煤層在燃
燒，已經很多年了。 ■記者王辛鵬烏魯木齊報道

從超市買回 15 個雞
蛋，打開發現個個都是雙
黃，這讓湖北武漢洪山區
的熊先生感到很是奇怪。
熊先生介紹，日前，他

在小區附近的一家大超市
購物，看到有雞蛋做特價
活動，且個頭較大，便買
了15個。這幾天，他先
後打開10個食用，發現
個個都是雙黃蛋。後來，他又打開幾個，發現依然是雙黃。
據華中農業大學家禽學教授龔炎長介紹，母雞在產蛋初期或受

外界刺激時，都可能因排卵異常產下雙黃蛋。總的來說，出現的
幾率較小，但是可以放心食用。另外，雙黃蛋個頭比普通雞蛋
大，商家包裝時可能將個大的放在一起，所以熊先生才一次買了
這麼多雙黃蛋。 ■荊楚網

市民買回市民買回1515個雞蛋個雞蛋 全是雙黃全是雙黃

■日前，熊先生從超市買回15個雞
蛋，發現全是雙黃。 網上圖片

重慶萬州魚泉中學重慶萬州魚泉中學1616歲的高二學生佘磊歲的高二學生佘磊，，不幸患了肝衰竭不幸患了肝衰竭，，

病痛已讓他神志不清病痛已讓他神志不清。。醫生說醫生說，，情況不容樂觀情況不容樂觀。。此時此時，，一群和他一群和他

素未謀面的素未謀面的，，來自重慶工程學院大一的哥哥姐姐們來自重慶工程學院大一的哥哥姐姐們，，用接力獻血用接力獻血

的方式為他帶來了重生的希望的方式為他帶來了重生的希望。。 ■■記者記者 楊毅楊毅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獻血的重慶工程學院學生都是佘
磊親戚小吳的同學。小吳說，

她去西南醫院看佘磊時，病床上的
佘磊意識模糊，為了保證他完全臥
床，醫院用束縛帶把他綁在了床
上，讓小吳揪心不已。

血液緊張 發動同學幫忙
「幫我們想想辦法吧，他需要

大量輸血，但這邊血液本來就緊
張，有錢也買不到啊。」佘磊的
姐姐小君為了弟弟的事兒早已焦
頭爛額。
小吳剛到重慶上學，只認識班裡

的同學。「你看看能不能明天過來
幫忙獻個血，人命關天啊。」小吳
給室友王茜茜打了救助電話。接到
電話後，王茜茜花了一個小時的時
間，編發了一條求助信息到學校、

班級和自己熟悉的各個QQ群裡。
她說：「我們希望能找到更多的
人。」當晚，就有10餘人給王茜
茜打電話，表示願意去獻血。

如約獻血 母親感動不已
6日一早，重慶工程學院的同學如

約來到西南醫院獻血，但因為通知
比較急，不少同學並沒有做好獻血
的各項準備，最終只有三位同學順
利獻血。
佘磊的母親黃素芬整日為兒子的

病以淚洗面，看到這麼多陌生的孩
子為兒子獻血，她不住地說謝謝，
「娃娃都是善心人，以後會有好報
的。」「阿姨，我去年得囊腫，手
術也是用的別人的血，我這是回
報，你不要說謝謝。」學生小王
說。

昨日，許多情侶登頂濟南千佛山，在一把碩大
的「同心鎖」上繫紅絲帶鎖同心，整個山頂被絲
帶「染紅」。 ■中新社

蚌埠產玻璃蚌埠產玻璃 可對折彎曲可對折彎曲

■■烏魯木齊建築工地烏魯木齊建築工地
旁驚現旁驚現「「火山口火山口」。」。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母親懷抱女母親懷抱女
兒悲痛欲絕兒悲痛欲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重慶工程學重慶工程學
院的學生為佘院的學生為佘
磊獻血後磊獻血後，，展展
示獻血證示獻血證。。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躺在病床上的佘磊躺在病床上的佘磊。。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