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姨
60歲
目前在廣東幫兒子帶
小孩，希望與老伴不
再兩地分隔，能夠在
佛山團聚。

伍奶奶
82歲
兒子在廣東打工，收入
並不高，希望他能夠回
到家鄉工作，回到身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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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有苦難，哪裡就有拯救之
力。而拯救之力，蘊含於犧牲精神
之中。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和中國
共產黨革命史凝成的至理，也是人
類文明史形成的鐵律。今年，恰是
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深
入開展之時。此時，我們清晰感受
到一種強烈的精神脈動。

80年前那次長征，產生了偉大
的長征精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堅
忍頑強、不怕犧牲。長征前，紅軍
已達30萬人，長征結束，剩下不
到3萬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
才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

中國革命史上，長征是最重要的
歷史性轉折，長征精神是超越民族
歷史的偉大精神。正是這種精神的
支撐，保證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
軍隊在此後的革命和建設中取得長
足發展，並在所有對手面前始終佔
據精神制高點。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這是一次新長征。道路曲折艱
難，「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
有」。要超越前所未有之艱難，必
須培育一種與目標和艱難度相匹配
的新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
來自哪裡？中華民族歷經磨難，
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得益於一種
長期駐存、從未消失的拯救之
力。這種拯救之力發展到當代，
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
的強大犧牲精神。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
我們不會也不應再重複近代發生的
苦難。要保證我們實現中國夢，必
須依靠新的偉力。有些終極命題必
須經常追問：我們從哪裡來，到哪
裡去？什麼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怎樣獲得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為
幸福，如何贏得幸福？而最有效的
回答或最佳詮釋者，正是為人民利
益敢於犧牲自己一切的先烈。

不忘初心、激發信仰偉力，走好
新長征路，這應該是我們在參加紀
念長征勝利80周年活動中追思的
目的和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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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子女忙 老人守空巢
節日漸淪為擺設 長者呆坐茶樓度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獨

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今日是中國

傳統節日重陽節。記者走訪發現，重陽節逐漸淪

為擺設。在這個唯一的敬老節日，子女不僅陪伴

長輩登高難以實現，甚至最簡單的陪伴亦成為奢

望。陪伴成奢侈，晚來多孤獨，上網、參加「健

康講座」、茶樓喝茶、照顧孫輩，成為老年人生

活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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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廣州天河的歐伯近日頗
為失落，本來兒子答應國慶

節能夠在家多留幾天，沒想到又臨
時接到跑船任務，急匆匆趕赴廣西
上船了。

「有錢難買人陪伴」
「今年國慶後是重陽節，我想着

一家人再去外面登山祈福，兒子一
走，又泡湯了。」歐伯告訴記者，
上一次和老伴、兒子一起在重陽節
登白雲山，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
歐伯當年從單位退休，而兒子剛剛
參加工作，一家人登上白雲山後，
過了一夜。他至今還在回味當年一
家人半夜從白雲山走回家的愜意。
和歐伯相比，同在廣州的周奶奶

更加孤獨。9日，她照例一早來到家
附近的茶樓，一碗八寶粥、一碟牛
肉腸，周奶奶吃了一上午。
記者了解到，周奶奶老伴去世多

年，唯一的女兒遠嫁上海。熟悉的
街坊說，周奶奶以前還舞劍打太
極，但已經停了五六年，每天的生
活軌跡就是獨居的房子和茶樓。
「今天是重陽節，女兒也不方便特
意回來陪她。老人每月有4,000多元
（人民幣，下同）退休金，但有錢
也買不來人陪伴。」茶樓的服務員
告訴記者。

事實上，與歐伯、周奶奶一樣的
空巢老人群體有增加趨勢。中國人
民大學調查與數據中心的調查顯
示，中國空巢老人的比例達到
47.5%，有1/4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
孤獨感。

與社會脫節易受騙
由於常年缺乏溝通，加上接收資

訊渠道有限，老年人與社會脫節現
象普遍存在。廣東警方大數據分析
顯示，老年人已成為電信詐騙等各
類詐騙犯罪的最大受害群體。
重陽節前夕，廣州的李姨接到陌

生電話，稱其個人信息在網上被洩
露，需按照操作填寫個人信息，並
提供銀行卡資料。最終，李姨120萬
元退休金被詐騙分子騙光。「如果
她平日和兒女保持較多溝通，這種
很簡單的詐騙手法很容易避免。」
警方稱。
此種現象已引起廣東警方的注

意。據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負責人
介紹，老年人往往通過所謂的健康
投資宣講、保健講座，就輕易投入
資金，導致被騙。「表面上看是老
人防騙知識不夠，更深層次原因是
兒女的陪伴、溝通過少。我們呼
籲，年輕人應多陪老人家，平日應
多關心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老人、婦女、兒童是相對弱勢群體，然而
婦女節、兒童節均為法定假日，而重陽節
則沒有。專家建議，為了增加年輕人陪伴
老人的機會，重陽節可以放半天假。
重陽節是中國傳統節日，在廣東，過往
這個節日尤受重視：重陽節前一天晚上，
廣州數十萬人登高祈福。然而，隨着年輕
人生活工作節奏的加快，全家人陪伴老人
登高的機會越來越少。
廣東省民俗研究會副會長潘劍明告訴記

者，以前，在長輩的帶領下，廣州人全家
大小在重陽節當晚登白雲山是一件大事。
但如今，全家出動登高的氛圍有減淡的趨
向。「年輕人下班回家，已經很晚了，能
夠和家人一起吃飯已經不錯，晚上徹夜爬
山，對很多人來說已經很困難了。」潘劍
明說，「年輕人不易，老人家也多守着空
巢，我們是不是可以像婦女節一樣，放半
天假，讓年輕人陪陪老人家。更重要的
是，讓全社會都在意重陽節這個節日，在
意尊老敬老這一優良傳統。」

專家倡放半日假增敬老氛圍

��

■記者敖敏輝 整理

■■由於子女工作繁忙由於子女工作繁忙，，陪伴老陪伴老
人過節的情況越來越少人過節的情況越來越少，，以致以致
重陽節形同虛設重陽節形同虛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傳Note 7新版首爆
消基會促三星暫停換售 事主不敢再用且望獲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報道，
台灣氣象局昨天持續針對花蓮、台東
及屏東等地先後發佈超大豪雨、豪雨
及大雨特報。
台灣氣象局指出，受颱風「艾利」

外圍環流影響，台東、花蓮地區已有
大豪雨發生。預計當天台東地區及屏
東山區有豪雨或大豪雨；宜蘭、新北
山區、屏東山區及恒春半島有局部大
雨或豪雨；新北平地、基隆北海岸、
屏東平地、高雄山區及南投山區有局
部大雨；宜蘭、高雄平地、基隆北海
岸、新北、嘉義、台南地區及澎湖易
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下午起新竹
以北地區易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連日降雨，請注意坍方、落石、土石
流及山洪暴發，低窪地區請慎防淹
水，民眾應避免前往山區活動。

台鐵撞土石流 近3000客受影響
此外，台鐵302次「自強號」昨天

上午6時許在台東知本—太麻里間撞
上土石流，車廂受損，無人傷亡。經
搶修已於9時25分清除，恢復正常行
車，事故影響 9列次、共延誤 737
分、旅客約2,700人。
台鐵表示，大雨影響土石崩落到路

線上，約高3米、長10米，造成台東
開往新左營站的302次「自強號」撞
上，車廂受損、排障器脫落、軔管受
損，所幸車上旅客及服務人員400多
人均無傷。
台鐵台東工務段獲報，立即派員搶

修，堆積的土石已於上午9時25分清
除，恢復正常行車。枋寮站也準備
400份礦泉水，並向旅客致歉。

﹁﹁
艾
利
艾
利﹂﹂
環
流
影
響

環
流
影
響

花
蓮
台
東
豪
雨

花
蓮
台
東
豪
雨

■「自強號」撞上土石流，台鐵緊急派員搶修。
中央社

籌黨工薪水 洪：賣樓也在所不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行政

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黨產會）7
日舉行聽證會，旨在證明兩家公司是否為中國國
民黨的不當黨產。針對黨產遭追殺，國民黨隨後
公佈專設銀行賬戶發起募捐，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昨日更喊話穩定軍心，稱為了籌措黨工薪水，哪
怕賣房子也在所不惜。
黨產會召開首場聽證會，期間以國民黨證人身
份出席的雲林科大教授吳威志，因不滿證人在台
上遭輪番壓迫性質問，退席抗議。
洪秀柱當天受訪時表示，整場聽證會就像偵

查庭，未審先判、先入為主，用這樣的手段追
殺一個合法政黨，大家都看在眼裡，國民黨不
會屈服。
至於賬戶遭凍結發不出黨工薪水，洪秀柱

說，將會以募款、繳交特別黨費、公職人員的
分擔金等方式全力以赴籌錢，哪怕賣房子也在
所不惜。
洪秀柱解釋，黨費一般一年繳200元（新台
幣，下同），現在規劃每位黨員繳特別黨費2,000
元，若多交也歡迎，之後會宣佈完整的辦法。她
也坦言，很多基層黨工已經生活困難，這是第一
個要解決的問題。

吳敦義盼小英反省是否謙卑
對於洪秀柱賣房籌錢的說法，吳敦義認為很感

動，但他表示，不會跟進。吳敦義並向蔡英文喊
話，認為她當選那天命令所有黨工、公職人員要
謙卑、謙卑、再謙卑，希望蔡這兩天好好深思，
自己是否謙卑了。

颱風影響9月出口年減1.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當局財政主管部門公

佈的最新進出口統計數據顯示，今年9月全台出口額為
225.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8%，終止連續兩個月的正
增長。
台「財政部」統計處處長蔡美娜表示，今年9月逢中秋

假期，且月底受颱風影響、多出2天假期，使當月工作天數
僅為17天，為今年農曆春節以來最短，導致出口統計數據
下滑。
台「主計總處」原預估，今年第三季度出口可望增長
1.5%，但 9月出口轉負，已導致該季度出口同比僅增
0.1%；雖終止連續六個季度出口衰退，但與預估有落差。
蔡美娜表示，颱風影響出口額達9億至10億美元，約為1.4
至1.5個百分點；若扣除颱風假因素，其實與「主計總處」
預估相差不遠。
展望第四季度，台「財政部」指出，出口並未偏離「翻
轉回升」軌道，第四季度貿易擴增力道可望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三星Galaxy Note 7更換安全

的新手機後，傳出台灣首宗爆炸事件。對此，三星表示，正積極與

消費者聯繫，希望收回產品進一步釐清爆炸原因，調查前尚無法證

實自燃的為新Note 7。台灣消費者文教基會（簡稱消基會）則表

示，台灣三星應暫緩販售，並停止新版更換作業，否則像是把炸彈

送到消費者手中一樣。

檢驗安全的三星Galaxy Note 7不僅在美國
發生爆炸，日前在台灣開放首波消費者免

費更換安全的Note 7新機後，居然也發生爆炸
事件。

事主：手機在屁股爆開
媒體報道指出，一名年紀26歲、從事美髮業
的賴小姐，於今年8月23日在台灣大哥大續約
所購入的Galaxy Note 7新手機，因為台灣三星
啟動免費換新機計劃，她在9月29日回到萬芳
門市，更換新的Galaxy Note 7，結果手機也發
生自燃。
賴小姐表示，在爆炸前該手機使用狀況很正
常，然而就在10月7日，她於晚上11時出門遛
狗，不到5分鐘，Galaxy Note 7 就在屁股爆
開，接着開始冒煙，於是她馬上把手機丟到地
上淋雨，大約過了50秒確認沒煙之後，就用手
機保護殼夾着帶回居家。

賴小姐表示，該款手機確實是新版 Galaxy
Note 7，希望三星電子能全額賠償；她並表示
以後不敢再買三星手機。沒有手機的她，現在
希望把錢拿來買 iPhone 7。

三星：正聯繫釐清中
對此，三星表示，正積極與消費者聯繫中，

希望收回產品進一步釐清事發原因，未經調查
之前，尚無法證實自燃事件為新版Note 7。
此外，台灣消基會8日表示，新版三星Gal-
axy Note 7在美國、台灣都傳出爆炸案例，台
灣三星應該暫停新款Note 7的出貨，否則若調
查後確認新款也有問題，這幾天的換機預約與
出貨，「豈不是等於把『炸彈』送到消費者手
中」，罔顧消費者生命安全與消費權益；同時
呼籲台灣三星也要全面延後新款Note 7上市。
三星對此回應，待釐清事發原因後，台灣三

星將盡最大誠意提供最適切方案。 ■賴小姐展示爆炸後的新版三星Note 7手機損毀情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