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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愛喝珍奶？ 原來係過勞

台灣銘傳大學教師：
盼兩岸加強教育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目前已有6人領

表，17、18日辦理登記時必須繳交黨員連署書。國民黨中常會日前通過成

立的「選舉監察委員會」，將在21日進行候選人資格審查，有13,322份合

格連署書者，將成為正式候選人，5月20日投開票。

國民黨魁選舉六強爭霸 今起登記
再傳賄選綁樁 吳敦義轟糟蹋形象

20172017年年44月月171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國民黨黨章規定，黨主席選舉，候選人以
得投票數過半者當選，否則，得票第一

名與第二名就得重行投票，票高者當選。這
次參選者眾多，得票分散，很可能會進入二
輪投票，投票時間可能在6月初。
此次國民黨主席選舉競爭激烈，包括國民黨
主席洪秀柱、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前台灣地
區副領導人吳敦義、前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韓國瑜、前國民黨副主席詹啟賢與
前國民黨籍「立委」潘維剛6人都已領表。
國民黨主席參選人吳敦義昨天南下高雄拜
票，對詹啟賢的「賄選說」，他說，如果不
能明白講出是誰，就是把國民黨的整體形象
給糟蹋了。
吳敦義又說，這次選舉有黨主席、中央
委員及黨代表，參選人非常多，光是黨代
表就有一兩千人參選，「他應該明確說出

來是誰」，如果不能明確地說出來是誰，
這等於是全面涉嫌，況且有人是賊喊捉
賊。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指出，他立即與
許多憂心此事的「立院」黨團委員討論，
「憂心忡忡」是大家共同的心情。因此，
他決定提出兩點具體主張，包括設立檢舉
方式和檢舉獎金，以及考慮修法將黨主席
選舉納入選罷法規範。

郝：設檢舉獎金「抓鬼」
為此，郝龍斌率先提供20萬元（新台幣，約
合港幣5.1萬元）檢舉獎金，希望黨員同志一
起幫國民黨「抓鬼」。雖然獎金不高，但「郝
龍斌拋磚，大家愛黨抓蛀蟲」，一起救國民
黨。他表示，他會敦請國民黨「立院」黨團能
考慮提案修法，將黨主席選舉納入選罷法規
範，讓不當選舉方式都能受法律約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我想
教學上的交流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對雙方
教育發展都有益。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
邀請安徽高校的老師到台灣上課，增加交
流的機會。」台灣銘傳大學經濟與金融學
系副教授、系主任徐耀南日前在安徽合肥
師範學院授課時如是表示。當日，台灣銘
傳大學一行6位老師來到合肥師範學院劉
銘傳學院進行授課。
「兩地學生對比來說，我認為大陸學生
身上更具有20年前台灣學生那股學習的
勁，學習能動性很強。」徐耀南坦言，在
來大陸之前，他對安徽了解比較少，也並
不知道安徽合肥是劉銘傳的故鄉，真正來
過才知這裡的很多事情與在紙上學來的有
很大不同。
徐耀南告訴記者，在台灣上經濟學這門

課時，他會跟學生們分享大陸的一些最新
的經濟發展動態，比如說大陸正在建設的
「雄安新區」，還有最近兩三年來熱門的
經濟發展倡議「一帶一路」，「這些本身
就是很重大的經濟事件，一定要讓學生了
解大陸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情況。」
與徐耀南不同，第一次來大陸授課的台

灣銘傳大學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專任教授
兼中心主任王豐緒略顯激動，「這次來合
肥授課，印象最深是這邊的學生比我在台
灣看到的學生認真專注，跟老師的互動也
比較積極，對老師很尊敬。」王豐緒表
示，兩岸教師如果到不同的學校相互交流
學習，可以造福兩地學生。
據合肥師範學院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

許俊農介紹，該校與台灣多所高校交情深
厚，學校下屬的劉銘傳學院是合肥師範學
院與台灣銘傳大學共建的，由合肥師範學
院與銘傳大學共同成立的管理委員會負責
管理。這次銘傳大學的6位老師主要是為
該校的財務管理專業、計算機專業等兩屆
學生教授5門課，授課內容包括數字電路
分析、金融概論等，課程為期5天。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醫師們大
聲疾呼少喝高熱量的珍珠奶茶，但護理師卻
常喝，原因何在？加護病房醫師陳志金在臉
書指出，護理師喝珍奶就表示忙到沒時間吃
飯，這代表過勞指數，勞動環境亟需改進。

沒時間吃飯珍奶勉強果腹
陳志金中午在臉書「護理師愛喝珍珠奶
茶？」一文寫道，「民眾以為護理師很悠
閒、很享受，上班還訂飲料？我問護理

師，她們說：你以為我們想喝啊？那是因
為沒時間吃飯！」
他指出，因為「喝一兩口奶茶，就可以

稍為補充血糖，要不然都餓到頭暈手抖
了，怎麼工作？吸一口珍珠，就可以邊工
作邊咬，至少心理安慰着自己：我有在吃
東西！勉強果腹、減緩飢餓感！下班再來
吃冷掉的便當。」
陳志金說，護理師忙到沒時間用餐用飲

料打發，卻引起管理階層的注意。「管理

階層說，護理師把飲料杯放在桌上有礙觀
瞻！禁止護理站訂飲料、禁止桌上擺飲
料、禁止跟診喝飲料！」
對於桌上為何會擺着飲料？護理師回應

「那是因為一次只能喝一、兩口啊！你以為
有時間把一杯飲料喝完嗎？桌上為何會擺着
飲料？因為放在冰箱裡，要多走好幾步路才
能喝到啊！還沒走到，就要被叫走了啦！一
杯飲料這樣分段喝已經夠可憐了！難道還只
能像小偷一樣，躲起來喝嗎？」

陳志金認為，護理站會出現珍奶，就
是因為高熱量的珍奶是機動性補充能量
的首選，同時，珍奶、糖果出現在護理
站是一種過勞指數，顯示了護理師們的
過勞情況，用餐時間無法好好坐下來吃
頓飯，醫護體系勞動環境亟需要改善。
同時，陳志金呼籲管理階層可以正視

醫護人員勞動環境問題，了解基層人員
這麼做的背後心酸，並替她們解決問
題，而不是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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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衢州江山市賀村鎮青塘尾村，66歲
的周多花戴上手套，褪下一個癱瘓在床
老人的褲子，為老人掏着糞便……這套
動作周多花做得嫻熟而自然。
癱瘓在床73歲的周正高是周多花丈夫的

親哥哥。8年前，周正高因為車禍脊椎斷
裂癱瘓在床。8年來，因丈夫身患重疾，
一直是周多花在貼身護理周正高。「大伯
是個好人，為了我們這個家一輩子沒結
婚，我應該照顧他。」周多花說。
周正高住的是一間老屋，自車禍後就

再也沒有離開過老屋，甚至沒有離開過
那張破舊的床。
早晨5點，周多花就會起床，幫因癱瘓

而身體僵硬的周正高翻身，「不然就會
長褥瘡，而且在翻身過程中動作要一次
性到位，不然就會摔傷。」她說。
除此以外，周多花每天早晨還要為周

正高掏糞。周正高癱瘓後，小便能用尿
壺接好倒掉，但大便卻無法正常排泄，
這需要周多花從周正高肛門裡掏大便。

半輩子積蓄為弟家
周多花20歲時嫁到了周家，那時周家

一貧如洗，周正高是老大，頭腦還算聰
明，身材相貌都在中上，提親的人不
少。為了照顧兩個弟弟，周正高婉拒了
各種說媒，堅持讓兩個弟弟先完婚。

婚後的周多花先後生下了兩女一男，
原本貧困的家庭負擔更為沉重。周正高
主動承擔了照顧三個侄兒的重擔。
之後，周正高當上了村民小組長，家

境也略有改善。又有人跟周正高說媒，
他對媒人說，三個侄兒就是他的孩子，
他年紀大了不再需要家庭。
只有周多花一家人明白，大哥是為他

們家着想，大哥把積攢的一點錢都補貼
給周多花一家了。
「我今年66歲了，胃不好，血壓還
高，我很害怕我會倒下，怕沒有人伺候
他，但只要我能動我就要伺候好大
哥！」周多花說。 ■浙江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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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碗、壺、
盞、碟、罐等長沙銅官窯
窯業遺物，日前在湖南長
沙望城區石渚發掘區重見
天日。
據了解，石渚挖掘區屬

於長沙銅官窯遺址保護範
圍以南的環境控制地帶。
經發掘，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發現大量長沙銅官
窯窯業遺物，包括大量的
瓷器殘件和一些匣缽、火照等窯具。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興國介紹，

其中有少量特殊色澤的瓷片，可能是窯變所致，
為研究長沙銅官窯瓷器的呈色機理提供了寶貴實
物資料。他表示，目前已證實了石渚窯場是長沙
銅官窯遺址的有機組成部分。
令人驚喜的是，除了長沙銅官窯唐五代窯業遺

物外，還獲取了不少明清時期的歷史遺物。這些
遺物以青花瓷為主。 ■新華社

南京六朝博物館的安保人員小朱最先注意
到這個孩子。「4月8日下午，看見他在

博物館一樓入口處的大廳站了半天，猶猶豫豫
的樣子，上去一問，伸出手遞給我兩塊鵝卵石
和一封道歉信。」小朱告訴記者，孩子看上去
很害羞，小臉通紅，說要把石頭還回來。

道歉信質樸真切
原來，今年3月31日，南京一所小學的幾個
班級到六朝博物館參觀，當時這個孩子悄悄拿
走了展廳裡鋪在步道旁的鵝卵石。「其實31日
當天參觀結束時，有老師帶着另一個孩子向售
票處的工作人員還了一顆鵝卵石並道歉，但兩
個孩子不是同一個人。」六朝博物館的工作人
員介紹，後來在監控視頻回看發現，這名送道
歉信的孩子是當天媽媽騎着電動車送來的，媽
媽一個人在門口的人行道上等着，讓孩子自己

進去說。
孩子的道歉信寫得質樸而真切。「在

這裡，我要對你們說聲對不起……我不應該
不經過你們的同意就隨便地拿走鵝卵石……
如果每個遊客都和我當時一樣拿了鵝卵石就放
進口袋，那麼博物館將沒有一塊鵝卵石……請
你們原諒我，對不起了，我以後在(註：原文如
此，應為「再」)也不會這麼做了。」

用行動詮釋誠信
「孩子送來道歉信和石頭時，我們感到很驚

喜，不僅告訴孩子已經原諒他了，還表揚了他
誠實的行為。」六朝博物館綜合業務部副主任
李舟告訴記者，鵝卵石作為一種輔助的陳列元
素，在博物館的二樓三樓都有大量鋪設，自
2014年開館以來至今，其實數量有所減少，但
遊客主動送還鵝卵石的行為還是第一次。

李舟介紹，博物館想給這個孩子更多的表揚
和鼓勵，但當時沒能留下孩子或父母的聯繫方
式。「博物館不僅是學習知識的地
方，更重要的是『育德』的功
能，而這個孩子用實際行動解釋
了『誠實』、『守信』的含
義。」目前，六朝博物館希望找
到這個孩子，並授予他「榮譽小
館員」的稱號。

一周前從四川抵達深圳野生
動物園的大熊貓「秋濱」，經
過了對新環境的適應後，上周
末首次走出室外活動，憨態可
掬的模樣吸引了大批遊客駐足
觀看、拍照留影。第一次到熊
貓莊園外展區活動，「秋濱」
對這個新「運動場」很好奇，
左顧右盼，一會兒走到「私家
泳池」裡玩耍，一會兒爬上棲
架淡定地坐着或是躺着打滾，
一會兒躲藏在石頭後面像是在
捉迷藏，還不時在遊客面前伸
伸懶腰，毫無遮掩地顯耀自己
的可愛。

許多遊客都表示被「秋濱」的舉動「萌翻
了」，紛紛拿出手機記錄下牠的萌態。
據動物園飼養員介紹，「秋濱」目前已經適應

了在深圳的生活，身體也很健康，吃飽就睡，活
得像個「大爺」，被取了個外號叫「秋大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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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銅官窯遺物重見天日

兄為弟終生不娶 癱瘓後弟婦八年悉心照顧

小學生拿走博館鵝卵石

數天後帶道歉信送回數天後帶道歉信送回
江蘇南京一小學的一名男學生，上月底跟着班級春遊來南京六朝博物

館參觀時，悄悄拿走了展廳裡用於布展的兩塊鵝卵石，幾天後他又帶着

道歉信和鵝卵石，回來承認錯誤。六朝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叔

叔阿姨們不僅原諒了該名小學生，還想表揚他身上「知錯就改」的勇氣

和精神，並授予他「榮譽小館員」的稱號。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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