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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繼台灣「澎湖海巡隊」前日在澎湖花嶼查

扣一艘廣東南澳縣漁船後，台灣「澎湖第八海巡隊」昨日清晨又在澎湖花嶼海域，

以「越界捕魚」為由，對在該海域的大陸廣東籍漁船實施了「射擊遏阻」，並造成

船上兩名船員受傷，目前受傷船員已被送醫治療。

台灣《聯合報》報道稱，因漁船「拒不停
船」，「阻止執勤人員登船檢查」，因此被

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射擊五發示警。台中央社
指，昨日清晨5時30分許，台「澎湖海巡隊」在
執行「護永專案」時，在澎湖花嶼西方海域23海
里處發現廣東省「南澳31049號」漁船。報道
稱，該漁船經廣播後抗拒不停船受檢，並阻止海
巡人員登船臨檢。「海巡隊」遂擊發橡膠子彈與
破門彈，因海潮潮差與船隻晃動，造成兩名大陸
漁船上兩名漁民大腿和腳踝受傷，「海巡隊」先
行將兩人護送至馬公就醫，該漁船則由巡防艇一
併押返。

要求立即嚴肅處理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當日回應表示，針
對近一段時間以來台灣有關方面抓扣大陸漁船事
件頻發，我們多次強調，台灣方面應當尊重兩岸
漁民在傳統漁區作業的事實，尊重正常生產作業
的大陸漁民權益，停止無端抓扣大陸漁船的做
法，但是仍然發生了開槍擊傷大陸漁民的事件，

令人憤慨。安峰山要求台灣方面立即嚴肅查處這
一事件，盡快放人放船，並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
生。
關於安峰山回應中提到的抓扣大陸漁船頻發，

台媒也多有報道。台「海巡署」接連查扣大陸漁
船、「持續強力掃蕩」的態勢越發嚴重：3月21
日，台灣高雄地檢署與「海巡署」動員77人及一
艦四艇執行「東沙海域擴大威力掃蕩」，查扣香
港籍漁船「台沙2288號」，並將20名大陸籍漁
民連船帶回高雄港偵辦；3月31日凌晨，台「海
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基隆海巡隊巡防艇又在彭佳
嶼東北方22.4海里處海域，查扣大陸鐵殼船「浙
玉漁11007號」，將船上10人帶返基隆港偵辦。
此外，台「海巡署」更稱要用紅外線和無人機

對付大陸漁船。4月12日，民進黨「立委」賴瑞
隆在台「立法院」曾聲稱，應「重罰嚇阻」大陸
漁船。台「海洋巡防署署長」李仲威則回應表
示，「會檢討加重罰則，並積極佈建紅外線熱顯
像儀及無人機」，若台行政部門核定計劃，最快
年底完成採購。

藍營黨魁選舉六強再會
洪：「台獨」非藍營選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台灣網報

道，繼上月29日首場國民黨主席選
舉電視政見會後，黨內第二場政見會
昨日又登場，六位參選人再度正面交
鋒。據台灣《中時電子報》最新報
道，現任黨主席洪秀柱在會中說，這
些年來說自己是中國人成了禁忌，甚
至有人建議要改名台灣國民黨，但如
果我們連身份都混淆，我們要怎麼認
同自己的政黨？未來有一天「台獨」
是否會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選項？
洪秀柱隨後強硬表示，基於台灣地

區現行「根本大法」，只要我在黨主
席位置上的一天，「台獨」就不會是
中國國民黨的選項。「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會中，前台灣地區副領導人吳敦義

也表態反對中國國民黨改名。吳敦義
表示，沒有蔣介石帶領的中國國民
黨，就沒有台灣光復，就沒三民主義
在台灣的實現，他反對一切「去蔣
化」。

台胞申社科基金享陸民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為適

應在大陸工作的台灣同胞開展學術研
究的需求，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合作，
國務院台辦、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領導小組近日研究決定，參照大陸居
民待遇，向在大陸高校和科研院所工
作的台灣研究人員開放國家社科基金
各類項目申報。
國台辦官網昨日於《光明日報》
刊登的文章指出，申報範圍包括重
大項目、年度項目、青年項目、後
期資助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
西部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
文庫等項目類別，涵蓋26個一級學
科。申請者須為35歲以下，正式受
聘於大陸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的在職
人員，且聘期為一年或以上，具有
副高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職務）
或者具有博士學位，具有獨立開展
研究和組織開展研究的能力，資助
期內能夠全時在受聘單位開展實質
性研究工作。

黑心肉流入市面 台中衛生局瞞9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媒體報道，台中市

清水區力勤農產公司遭陳姓離職貨運司機員
工檢舉販售改標過期肉品，台中市衛生局、
警方上月底前往查獲15,000多公斤剪標、未
標及逾期冷凍肉品，其中大腸頭、雞腿逾
期，未在第一時間公佈，遭外界質疑「瞞九
天」；台中市衛生局對遲未公佈道歉，並且
火速針對販售、保存逾期食品，依食安法開

罰600萬元新台幣（約合154萬港元）。
台中市衛生局長呂宗學等人昨天出面澄

清，衛生局是接獲另一名民眾陳情後，已
當場封存問題肉品，但梁姓業者態度閃
躲，直到前日才配合說明。經離職員工日
前於facebook爆料後，已要求梁姓業者緊
急說明，該業者表示被查獲的過期肉品是
被盤商退回，準備銷毀，暫時冷凍存放，

未流入市場。

過期4年照賣 肉品恐銷全台
「衛福部」食安專線上月21日接獲自稱

力勤離職司機的陳姓男子檢舉，指老闆交代
「把標籤撕掉再送貨」，「有30箱2013年
的貨現在還在賣、最噁心的是一批過期近四
年的土雞佛」。

台中市政府上月26日曾接獲投訴，指力
勤販售過期肉品，經稽查發現冰庫內有
2,200多公斤剪掉標籤的冷凍豬大腸頭，是
被三個下游廠商發現退回，另發現冷凍雞腿
去年 12月 22日、今年 1月 5日到期，共
3,300公斤，當場封存，要求不得出售。力
勤的下游銷售通路為全島約千家中盤商，主
要流向傳統市場。

今年台海多宗「越界捕撈」
2月4日 大陸漁船「越界」捕撈，遭台灣海巡隊夾擊登船

3月21日 台展開「東沙海域擴大威力掃蕩」，扣大陸20名船員

3月31日 台凌晨再扣一艘大陸漁船，10名大陸漁民被抓

4月16日 台查扣大陸漁船，押返偵辦21名船員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台扣陸漁船 國台辦促放人放船
當局「越界捕魚」為由 連開5槍傷2人

■台灣「澎湖海巡隊」於行動中令大陸漁船上兩名漁工受傷。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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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躍輝在四川一地鐵劉躍輝在四川一地鐵
站口扮比卡超籌款救站口扮比卡超籌款救
女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90後」爸爸為拯救患白血病（血
癌）的女兒，上月在四川成都一地鐵站
口扮演「比卡超」籌款，獲愛心人士伸
出援手，度過困局。前日，「比卡超爸
爸」劉躍輝再陷困局，其女兒小語嫣病
情惡化，接到醫院「病重通知單」。
1歲半的小語嫣前日血小板告急，劉躍

輝發的一條朋友圈牽動着大家的心：
「哪個在綿陽的好心人是A型血，幫語嫣
獻點血小板，求你了，急用。」
「小語嫣這會兒才睡，哭鬧了一晚

上。」前日凌晨5時34分，劉躍輝發出
這條朋友圈，文字下面的視頻中，小語
嫣頭髮稀疏，臉上貼着白色的退燒貼，
安靜地側身躺在淺藍色的棉被中。

病情告急再求捐血
大概10天前，當劉躍輝還在成都地鐵站

口扮演比卡超籌款時，小語嫣在新的一輪
化療中突發腸道感染，住進隔離室，隨後
還出現「又吐又拉」並伴隨高燒的症狀。
小語嫣病情惡化後未有緩解。4月27日，
為小語嫣醫治的綿陽市中心醫院發出的
「病重通知單」：現因病情危重特函告你
們，請積極配合醫院救治患者。
感染之後，醫院為小語嫣停掉了化療。

劉躍輝說，小語嫣現在經常出血，根本止
不住，急需捐血者為他提供血小板。
「剛剛找到一個捐獻者。」劉躍輝

說，現有的血小板能堅持10天左右。接

下來，小語嫣還需要10位捐獻者，提供
10個單位左右的血小板。該院醫生說：
「我們也在幫小語嫣找捐獻者，儲存量
不夠，但能有多少都先用上。」

■搜狐新聞

好爸爸扮比卡超 地鐵籌醫療費救女
■■熊兆美展示剛剛完成熊兆美展示剛剛完成
的作品的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貴州六盤水市鍾山區馬壩村，是一個歷史
悠久的苗族村寨，代代相傳的蠟染蠟畫是最
具文化歷史沉澱的藝術品，出生在此地的
「90後」苗族姑娘熊兆美，在豆蔻年華時與
蠟染蠟畫「初次邂逅」，便從此相伴，並一
直傳承。
熊兆美的創作以苗家兒女所崇拜的「蝴蝶
媽媽」圖騰和苗家兒女的生活習俗為源頭，
並融於花、鳥、魚等元素，天馬行空又不失
真實地設計出一幅幅令人讚不絕口的畫作。
畫室正對門的案枱上擺滿了榮譽證書，在
26歲的熊兆美看來，傳承好蠟染、蠟畫、刺
繡等苗族傳統技藝要有工匠精神。
在熊兆美8歲那年，外婆便把這項手工技
藝傳承於她，熊兆美一學就會，在13歲可以
獨立完成作品後，便開始把這項技藝挖掘、

創新。2011年，已小有名氣的熊兆美用做手
工藝積攢的10萬元（人民幣，下同）註冊了
手工藝作坊，年均收入在15萬元左右。
作為月照鄉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傳承人的熊

兆美，創作的蠟染蠟畫作品數不勝數，各種
榮譽也接踵而至。馬壩蠟染蠟畫受到海內外
商家的青睞，她心中的傳承夢也將逐漸實
現。 ■中新社

貴州「90後」苗女傳承蠟染絕藝

■■黃惠鸝陪女兒在圖書館看書黃惠鸝陪女兒在圖書館看書。。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惠鸝騎車送黃惠鸝騎車送
女兒去上課女兒去上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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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王景丹笑說：「古有陪太子讀書，

今有媽媽陪公主上學。」實際
上，黃惠鸝陪女兒讀書早在七年前就
開始了。王景丹的身體狀況本來只能
上特殊教育學校，但黃惠鸝心有不
甘。她決心把女兒培養成正常孩子上
正常學校，最好能考上大學，長大了
可以生活自理。於是她向一個個校長
求助，並向他們承諾，孩子出了問題
不要學校負責。為此，她從景丹上小
學開始，就給她請了個保姆，跟孩子
一起上學，全天候守在學校裡。
後來，保姆工資逐漸提高，幾乎和

自己工資差不多。黃惠鸝覺得還不如
辭職陪孩子，既可以照顧女兒也可以
輔導作業。那一年，景丹念初二，她
辭職了。

齊學課程為課後輔導
每天早上6時起床，給女兒穿好

衣服，幫助洗漱。吃完早飯，便送
女兒到學校，扶女兒上樓。只要孩
子上學，她就在學校守上一整天，

直到晚上10時
自習下課再一
同回家。女兒
的部分課程她
往 往 也 學 一
遍，目的是為
了課後能夠輔
導到女兒。
從女兒上初中到高中，黃惠鸝在校

園裡一待就是5個年頭，直到2015年
景丹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大學。當年9
月，黃惠鸝老公把母女倆送到珠海，
開始了兩人的大學生活。在北師大珠
海分校，遇到喜歡的課程，王景丹進
入教室學習，黃惠鸝也會跟着一整個
學期旁聽。有時候，黃惠鸝就坐在女
兒旁邊，有時也坐在教室後面。當看
到女兒回答老師的問題，得到老師的
讚許時，甭提她有多高興了。
女兒決心考研，待她研究生畢業，

黃惠鸝至少要陪讀11年，「我就是女
兒的影子，她走在哪，我跟在哪」，
黃惠鸝爽朗地笑了起來。

近兩年來，黃惠鸝每天騎着電動小三輪車載着

女兒，穿梭在北京師範大學廣東珠海分校教學

樓、圖書館、宿舍之間，風雨無阻。為圓腦癱女

兒的大學夢，黃惠鸝放棄再生孩子的想法，她說

要用畢生精力來陪女兒成長，因為如果自己放棄

了，孩子更沒有未來。從2010年女兒讀初二

起，黃惠鸝就辭去工作全職陪讀。兩年前，母愛

創造了奇跡，原本被醫生預言生活難以自理的女

兒以優異成績考上大學，黃惠鸝也在當年榮登

「中國好人榜」。 ■《廣州日報》

慈母辭職陪讀7年

湖南雙峰縣杏子鋪鎮坳頭山村村
民劉華新今年在住宅後整理山坡
時，挖出了包括春秋時期饕餮紋虎
型鈕編鐘在內，一批共12件珍貴
編鐘青銅器，並把這批文物上交給

了文物管理局。
經現場初步清點，這批青銅器有完整器

5件，殘損器2件，其他碎片經拼對後為5
件，共計12件。由於土質為黃土層，無
明顯墓葬土質痕跡，初步判斷為窖藏。
據專家介紹，編鐘是中國古代大型打擊
樂器，編鐘興起於西周，盛於春秋戰國直
至秦漢。中國是製造和使用編鐘最早的國
家。而窖藏是一種遺蹟，即不可移動文
物，特點是它本身是一個坑狀遺蹟，坑內
埋藏有保存完好的器物或者食物遺存，與
遺址中常見的遺物碎片相比反映了一種特
殊的遺物廢棄方式。
湖南省文物鑒定中心認定，此次挖出的

青銅器，2件為春秋饕餮紋虎型鈕編鐘，另
3件為春秋扁鈕乳釘紋編鐘。 ■新華社

助腦癱女圓大學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