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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聲望遜馬 藍營：執政無方

戴秉國出任全國台研會長

指司機「人為財死」
旅社東主被轟冷血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當局因應禽流感疫情日趨嚴

重，昨日起對全台家禽禁宰禁運7天，白肉雞除外。禁令實施首日，民心

惶惶，在台東有民眾一早就排隊搶購雞，有人甚至一口氣買了20隻回家

冰存。

禽疫嚴重 台禁宰禁運7日
業界怨禁令太突然 當局稱將盡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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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家禽業者無奈抱怨，禁令措施
來得太突然，7天比過年還久，根本

不用做生意了，並建議可以採取因地制宜
的配套措施，對於沒有疫情的縣市，可開
放家禽屠宰。針對價格影響，業者表示，
在確定禁令排除白肉雞後，雞價已逐步回
穩。也有雞肉商認為，台灣土雞1周產能
為160萬隻，禁宰1周之後，產能累積到下
一周變成320萬隻，市場沒辦法消化，恐
造成產銷失調、價格崩盤。

檢驗人手不足禁宰徒勞無功
此外，各地加強稽查非法私宰。台中警方
凌晨在各區查獲大貨車運送活體雞，總數有
上千隻，稽查人員攔下後，依規定登記車
號、雞場等資料隨後放行，雞隻被送往屠宰
場宰殺。中興大學獸醫系名譽教授謝快樂表
示，禁宰禁運的概念，就是讓防疫人員能夠
認真採樣，但現在雞身上沒有症狀看不出

來，檢驗人手又不足，禁宰徒勞無功。
台灣「行政院院長」林全上午表示，禁

屠問題，他召集第一次會議中已經就可能
性做過研究，「他們其實有一套做法，對
於補償部分，應該有一些溝通與說明，都
按照程序走，沒有過度疏忽的問題」。
林全昨日進一步表示，一個新的制度推

動難免會有很多疑慮或者搞不清楚的地
方，後續會盡量溝通，目前禽流感因有傳
染的可能性，不能夠等閒視之，必須用最
審慎的態度做最迅速而且有效的處理，這
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數百死雞亂棄 新竹路傳惡臭
島內禽流感升溫，新竹縣湖口鄉卻傳出

路旁發現大量遭棄置死雞，估計有400餘
隻，家畜疾病防治所已採樣化驗是否有禽
流感病毒，警方也展開調查。
警方表示，有民眾在新竹縣湖口鄉羊喜

窩段產業道路旁坡崁下看見死雞堆積，通
報縣府環保局，現場約有十數個寫有「養
雞飼料袋」的袋子裝有死雞並夾雜垃圾，
粗估數量達400多隻，已散發出濃濃惡
臭，且已長蛆，初步研判已丟棄3至4天。
由於正值島內禽流感增溫，相關單位不

敢大意，隨即由家畜疾病防治所前往現場

了解，並採集死雞檢體進行檢驗，待報告
出爐後才能得知是否有禽流感病毒。
已經對現場進行封鎖和消毒等防疫措施，環

保局及農業處也加強對轄內家禽業者宣導，做
好防疫措施。警方說，該路段在山區內，平常
人車稀少，竟遭不肖人士惡意傾倒死雞，將擴
大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積極偵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
賞櫻團遊覽車發生33死重大車禍，旅行社
「蝶戀花」創辦人周比蒼昨日出面道歉，
向家屬致上最深歉意與哀痛，並表示絕不
逃避任何責任。但記者會上周比蒼說出罹
難司機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此話
一出，即引來罹難者家屬痛批他冷血。
現場有人質疑司機疲勞駕駛，周比蒼竟
然說出，「有些司機為了賺錢就寧願不休
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自古皆然。」
他解釋，春節除夕夜到初五上班有兩倍薪
水，也就是1,800元新台幣的兩倍。
罹難司機的姐姐現場控訴指，她弟弟早
就跟旅行社講過身體不舒服了，可是老闆
卻不准假，現在連勞保和保險理賠都沒
有，更一度痛哭淚灑現場。
在場家屬因周比蒼的說明太過沒人情

味，幾度氣憤打斷。遊覽車公會理事長
魯孝亞則表示，把事由講清楚並道歉，
會督促公司承擔責任，並與家屬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
最新政治人物聲望民調近日出爐，蔡英文聲
望慘輸馬英九，對此，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李明賢認為「海水退潮，才知道誰沒穿褲
子！」蔡英文的聲望暴跌，這是執政無方所
致。
根據台灣最新政治人物聲望民調數據顯
示，蔡英文聲望由去年選後63%下滑至

29%，不滿意比例上升至47%，排名跌到
第11名，前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聲望則
回升至33%，排名第10名。
李明賢認為蔡英文聲望暴跌，是執政

無方所致，直問綠營支持者哪來榮耀
感？
另外，李明賢提到2000年八掌溪4條人命

意外，讓「行政院副院長」游錫堃下台扛責；

2007年台鐵重大車禍，台鐵局長陳峰男請
辭，如今高速公路接連發生重大車禍、奪走
50多條人命，「交通部長」賀陳旦還能安坐
「大位」上？更扯的，賀陳旦還說出：「拼
裝車是世界肯定！」真是冷血到極點，冷血
「部長」讓危險擴大，蔡英文真的無感？真
的是官場倫理變了，今人勝舊人？還是民進
黨的兩套標準，改寫了責任政治的紀錄？

網友：德不配位民調崩盤
報道稱，有網友認為德不配位，天災人禍
不斷，民調當然崩盤。也有網友表示「蔡英
文的態度，決定台灣的興衰」，33條人命被
台當局視為「天災」一般，不見任何官員出
來負責，這樣完全卸責的台灣當局我們要來
作啥，當初又為何要政黨輪替？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很
高興出任這個重要
的全國性對台學術
團體的負責人」，
全國台灣研究會新
任會長戴秉國昨日

在北京如是說。在昨日舉行的全國台灣
研究會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理事換屆
會上，戴秉國當選會長。他致辭時高度
肯定了台研會自成立以來在對台工作領
域取得的成績和發揮的作用，並期待台
研會繼續發揮優勢，為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與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貢獻。

■因應禽流感疫情日趨嚴重，全台昨起禁宰禁運家禽7天。圖為民眾市場選購家禽中。
中央社

■■蝶戀花旅行社創辦人周比蒼蝶戀花旅行社創辦人周比蒼（（右右33））父父
子昨日舉行道歉記者會子昨日舉行道歉記者會。。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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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歲孝女為捐髓救母
一天強吃6餐增肥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在位於內
蒙古西部的磴口縣一處距今約2000年的墓葬內，
發現百餘粒植物種子。這些種子與現代石榴種子較
為相似，但仍待植物考古學家鑒定確認。
這座平民墓葬的年代約為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期

之間。這些植物種子出土於女性墓主人頭部東側，
整體攢集呈直徑8厘米的圓形，種子個體為不規則
半月形，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方橋型鈕方印，但銹蝕
嚴重。
與這個墓葬一同被發掘清理的還有其他18座墓

葬，這些小型單室磚室墓共同被命名為沙金套海漢
墓群。這些墓葬散佈於起伏的沙丘之中，墓頂多已
暴露，保存狀況較差。 ■新華社

內蒙古現2000年前植物種子

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期在蒲江縣出
土的大型戰國船棺裡，發現了刻有「成都」
銘文的青銅矛，為研究戰國時期青銅兵器製
造工藝和水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成都蒲江縣文管
所於去年9月在成都市蒲江縣一在建工地
發現60座戰國墓群，多為船棺墓，到目前
為止共出土隨葬器物300餘件，主要有陶
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竹質器、草編
器、玻璃器及銅錢等。

蒲江船棺葬墓群發掘工地現場領隊龔揚
民說，這件青銅矛出土於M32號墓，表面
附有淤泥，因此一開始考古發掘者並未發
現上面的銘文，後將這件青銅矛送至成都
文物保護中心清理時，才發現上面的銘
文。

中國唯一沒變稱謂古城
成都，作為國家都城始於古蜀開明王朝

時期，得名源於「一年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一語。自建都以來，其名一直
沿用至今，是中國唯一沒有改變過稱謂的
古城。
據龔揚民介紹，此次出土的刻有「成
都」銘文青銅矛，是考古史上「成都」兩
字在成都地區首次發現，也是當時成都製
造業水準較高的實證。它再次拉開厚重的
歷史帷幔，將兩千多年前成都與「成都
造」的歷史鮮活地凸顯在人們眼前。

■新華社

戰國「成都造」青銅矛首出土

除了準備給媽媽捐骨髓外，玹玹
每天都會給媽媽加油打氣，巴

麗麗身上疼的時候，玹玹還會給她
按摩。玹玹說，她每天都會說很多
次「我愛你媽媽」等鼓勵媽媽的
話，讓媽媽有信心把病治好。
玹玹的父親肖偉說，嬌生慣養的
玹玹在得知媽媽生病後，就像變了
另一個人似的，「她主動提出用她
的骨髓救媽媽」。

穿刺檢查不掉一滴淚
自去年 12月開始，玹玹開始增
肥。那時玹玹十分瘦小，只有 48
斤，為了長胖，每天主動要求照看
她的姥姥給加餐，寒假裡，最多的

時候一天能吃6頓飯。現
在，玹玹的體重已到 58
斤，接近醫生要求的 60
斤。玹玹說，她會努力再增加幾
斤，但是不能再吃太貴的東西了，
留下錢來要給媽媽治病用。
在骨髓穿刺檢查時，玹玹始終咬

着牙不掉一滴淚，出來後巴麗麗問
玹玹疼不疼，她都說不疼。「孩子
跟她媽媽說不疼，怕她媽心疼，偷
偷跟我說過，骨穿真的很疼。」肖
偉說。
一說起孩子為了自己要遭罪，巴

麗麗就抑制不住哭了出來。「從來
都是拿着孩子當寶，沒想到她一下
子成熟這麼快，看着她骨穿出來疼

得渾身是汗，還說不疼，我就止不
住地哭。」巴麗麗說，將近兩年的
治療，已經讓她身心疲憊，可以說
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有一次，
她和玹玹說，如果出現什麼意外，
玹玹一定要堅強，這時玹玹突然就
抱住她說，沒有如果，有的只要好
的結果。孩子的舉動讓巴麗麗感動
之餘更增添了信心，堅信自己一定
能扛過去。

一直從事婚慶工作的巴麗麗夫妻倆，
經過了前期的化療和配型，不僅花光了
全部積蓄，連親戚朋友援助的十幾萬元
（人民幣，下同）也全部花光，現在還
欠下十餘萬元外債。
「很多好心人給我們捐款。」肖偉

說，很多好心人得知他們家的情況後紛
紛加他微信直接轉賬，有的要去銀行賬
號打錢，做婚慶的很多同行也給他們捐
了六七萬元。現在已經基本湊夠了進倉
的押金，但是還有30萬元的缺口。
除了移植費用的缺口，肖偉最擔心孩

子的學習。肖偉說，玹玹一、二年級的
學習成績一直在班裡名列前茅，自從妻
子患病後，他就陪着妻子外出求醫，顧
不上管玹玹；寒假的考試，玹玹成績出
現了明顯的下滑。
2月15日下午，醫院通知巴麗麗一家
作好準備，預計最快下周進入移植程
序，並告知在接下來抑制過程中可能出
現的情況。其中一項就是在對玹玹進行
骨穿抽取骨髓時不能打麻藥。「我當時
眼淚就下來了，我的孩子又要為了我遭
罪。」巴麗麗哭着說。

冬季是被稱作「死亡之海」的新疆塔
克拉瑪干沙漠腹地一年裡氣候最「宜
人」的季節，但卻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
態與地理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常青最惱火
的時候——「人兔大戰」每年都是兔子
「完勝」。
53歲的常青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建

於沙漠中心的植物園——塔中沙漠植物
園的負責人。為了給沙漠化防治提供更
多植物品種，進一步了解乾旱荒漠地區
植物生長特性，2003年，新疆生態與
地理研究所和塔里木油田在沙漠中心聯
合建立了塔中沙漠植物園。十多年來，
科研人員先後從國內外引進400多種植
物。
然而，植物園「綠色漸多」之時，許
多兔子和老鼠等「不速之客」出現了，
啃食植物外皮和根莖，植物園就被「禍
害」得一片狼藉。 為了對付牠們，常
青和工人先是下夾子，但沒能抓到幾
隻，後來招了一位東北來的馮姓工人專
門負責抓兔子，還制定了抓住一隻兔子
獎勵10元人民幣的特殊制度。
「和牠們鬥了那麼多年，最終還是牠

們贏了。」常青苦笑着說：「只不過如
今樹長大了，苗木多了，沒那麼容易被
啃死了。」目前，塔中植物園有200餘
種荒漠植物保存了下來。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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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山東壽光聖城街道的巴麗麗被查出患有

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俗稱血癌），化療後

出現復發，只能進行骨髓移植。家中原本嬌

生慣養的8歲女兒玹玹，在媽媽被查出患癌

病後，一夜長大，努力增肥為媽媽捐骨髓做移

植。面對着即將開始的移植手術，玹玹說，媽媽不生

我就沒有我，既然媽媽給了我一次生命，我就要救媽

媽一命。 ■《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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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玹玹說：「媽媽給了我一次生
命，我就要救媽媽一命。」網上圖片

■媽媽被查出患上癌
病後，8歲的玹玹似
一夜長大。 網上圖片

■■玹玹主動提出用她的玹玹主動提出用她的
骨髓救媽媽骨髓救媽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刻有「成都」銘文的青銅
矛。 網上圖片

■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被稱為「死亡之海」。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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