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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蔣日記」歸屬爭議 蔣方智怡否認侵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中
通社報道，台灣知名導演齊柏林告
別式昨日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舉
行，齊柏林兒子齊廷洹在家祭時
說，齊柏林留給他兩樣東西「仁義
和寬厚」，未來將繼承爸爸的理
念，做正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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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柏林兒：承父志 傳仁義
告別式上宣揚父親理念 今後將教書助孩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地
方法院昨日就「兩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
日記」歸屬權官司再度開庭，出庭作證的
蔣介石孫媳、蔣孝勇妻子蔣方智怡落淚表
示，保存日記一直是該做的事，可以接受被
認為做得不夠，但不能接受被指責侵佔。
該宗訴訟案件源於蔣方智怡將日記交給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管，蔣家後
代幾乎都同意捐贈給台灣「國史館」，但
蔣介石長孫女蔣友梅等人認為，日記所有

權為蔣經國繼承人共有。
美國胡佛研究所擔心日記所有權會遭相

關人提告，因此對可能主張日記所有權的
關係人全部提告，並要求台灣「國史館」
須在台灣提起確認權利訴訟，待台灣法院
判決後，再根據判決結果續行訴訟。

「國史館」：所有權屬台當局
台灣「國史館」主張「兩蔣日記」中夾

雜公文書，屬台灣當局所有，應交給台灣

「國史館」管理，且「兩蔣日記」中非屬
兩蔣任職台灣地區領導人期間日記及兩蔣
個人所有，台灣「國史館」經保管人蔣方
智怡贈與而取得保管權。
蔣方智怡在庭上說，「兩蔣日記」是蔣

中正交給她的公公蔣經國，蔣經國再交給
她的丈夫蔣孝勇。過程中，蔣經國的弟弟
蔣緯國，以及蔣孝勇兄弟蔣孝文、蔣孝武
都沒有意見，丈夫交付時也說明所有權屬
於她的，後來許多學術研究單位都有找

她，只有史丹福大學可以簽署暫時保存契
約，因此於2004年8月與史丹福大學胡佛
研究中心完成簽約。
她說，契約書載明她有權利在任何時間

取回，但2012年欲取回時，對方律師卻稱
「有人質疑妳的所有權」而不讓她取回。
她認為「兩蔣日記」在2008年已全部公
開，既然已完成長輩交代，那日記原件是
屬於台灣的，所以願意捐出，便以個人名
義簽捐贈契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
1111人力銀行昨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
高達94%的受訪台灣上班族近3個月有轉
職意願，薪資福利不佳及公司制度不佳是
受訪者選擇離職的主要原因。同時近四成受
訪者表示，轉職意願與「一例一休」新制實
施有關。
去年5月20日民進黨當局上台後，提出修

改「勞基法」，將「周休二日」定義為「一
例一休」（每周休息二天，其中一天為例假
不可加班，另一天可以加班，但需付加班
費），同時取消七天「法定假日」。
37%有意轉職者坦言，轉職意向與「一例

一休」有關，包含20.1%因收入變少或福利
變差、7.3%因營運前景堪憂、5.7%因職務
內容被調整、3.9%因工時改變無法配合
等。31%有意轉職者表示，其轉職規劃與整
體經濟景氣復甦有關。
據該公司資料庫數據，今年6月份主動投

遞履歷超過2千萬人次，比3月份年後轉職
高峰增加8.3%。

調查：
逾九成上班族欲轉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大型
食用油公司大統長基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公司）黑心油事件，大陸福建廈門市
的祥順和經貿公司跨海提告向大統公司求
償。台灣地區最高法院昨日駁回上訴，維持
二審判決，判處大統公司及負責人高振利連
帶賠償363萬餘元（新台幣，下同，約合93
萬元港幣）定讞。
法院判決書指出，祥順和經貿發展有限公

司提告主張，該公司從2005年開始，陸續
向大統公司購買食用油，並在大陸地區銷
售，但大統公司提供的油品，為降低公司製
造成本，長期以攙偽、假冒方式販售不純油
品及在食用油中加入銅葉綠素，且在黑心油
事件爆發後，公司僅能回收及封存，也造成
大陸消費者人心惶惶及陸續退貨，已損害公
司商譽。

台黑心油事件
陸商獲賠93萬

紀錄片導演齊柏林、助手陳冠齊於6月
10日拍攝《看見台灣2》勘景時不幸

罹難，家屬昨日在台北第二殯儀館分別為
兩人舉行告別式。靈堂內擺設簡約，沒有
過多的佈置，遺照是齊柏林穿印有「看見
台灣」字樣的T-shirt，帽子反戴微笑着，
背景是空拍的台灣山脈，這是眾人對他的
印象。

「這好像是一場夢」
齊柏林告別式僅限於親友參加，不開放
媒體入場，家祭前，齊廷洹也先到靈堂前
向外界鞠躬致意。齊廷洹在家祭時也說出
心裡話，「從事發開始我一直都很驚訝、
很難過，這好像是一場夢，總認為有一天
就會醒來，但這場夢太真實了，到現在還

醒不來」，一句話就讓在場親友鼻酸。
齊廷洹說，起初他不免心生懷疑，「有

人說神會做最好的安排，所以摔下來、燒
成焦屍，也是最好的安排嗎？」後來他想
到爸爸留給他的，「除了他的肚子他的鬍
子之外，他留給我最好的東西，一個叫做
仁義，一個叫做寬厚」，想到這些齊柏林
留下的典範，讓他負面情緒不自覺消散。
齊廷洹也認為，作為齊柏林子女，應該

要繼承他的理念、發揚他的精神，學習他
的為人，做正確的事情。齊廷洹日後會去
教書，「我爸爸從宏觀角度關照這片土
地，我從基層做起，幫助每一位孩子。」
告別式上，齊柏林家屬準備紀念徽章給

親友別着，上面繡有齊柏林的身影和簽
名，旁邊則是每回帶領他「看見台灣」的

直升機，三顆星往下墜，象徵齊柏林的殞
落，徽章上方寫着「In memory of our
best friend（紀念我們最好的朋友）」，下
方寫着「Spirit indestructible （精神不
滅）」，代表親友對他的思念。

馬英九偕妻到場致祭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及妻子周美青

也到場致祭。馬英九拜祭完慰問家屬，齊

柏林的妻子則抱着周美青長達半分鐘，雙
眼紅腫痛哭不停。
齊柏林的各界好友包括攝影師李屏賓、

導演吳念真、作家張大春、音樂人陳明章
等都到場。李屏賓回憶曾建議齊柏林不要
拍續集，太危險了，但齊還是覺得事情沒
做完，要呈現一個破碎的土地。吳念真則
說，齊柏林認真做一部電影，讓大家看見
台灣，希望活着的人繼續愛護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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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夫婦出席齊柏林公祭馬英九夫婦出席齊柏林公祭。。 中央社中央社

尿毒症青年拒善款

贛大型紅色創作展
月底舉行

■崔鵬程教授介紹生物人工氣管移
植手術原理。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首屆福建省安溪鐵觀音大師賽，李金登
（右二）、王清海（左二）兩人獲評「鐵觀
音大師」稱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攝

■鄒新飛曾
獲得 2016
年度長興縣
十佳志願者
稱號。
網上圖片

■■鄒新飛正鄒新飛正
在展示自家在展示自家
養雞場的雞養雞場的雞
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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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第四軍醫大學唐
都醫院獲悉，近日該院應用世界首創的生
物人工氣管移植術，成功為喉氣管狹窄的
陝西患者范女士實施手術，不僅為其摘除
了插在身上長達6年的氣管套管，也一舉讓
范女士徹底擺脫不能經口鼻呼吸、說話無
法發出聲音的困境。
據介紹，喉氣管狹窄或缺損是一種嚴重影

響人們生活質量的致殘性疾病。一般的喉氣
管狹窄或缺損通過手術切除病變部位後均能
治癒，但狹窄或缺損長度超過5厘米時，則
無法實施端端吻合，成為世界級難題。
今年56歲的范女士，就患有喉氣管狹窄

疾病。保守治療需要她終身帶着氣管套管
生活，不能經口鼻呼吸，說話無法發音，
對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陝西患者呼吸復常
在此情況下，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崔
鵬程教授團隊決定為范女士進行生物人工
氣管移植術。據悉，對於這種疾病，目前
國際上的最新做法是同種異體移植，即器
官移植。但這項技術有很大的局限性，患
者應用免疫抑制劑有一定副作用。崔鵬程
和他的團隊經過4年多的潛心研究，在世界
上首創不用免疫抑制劑移植治療新技術，

即生物人工氣管移植術，范女士也成為該
新科研成果受益第一人。
今年3月16日，崔鵬程團隊為范女士實
施生物人工氣管移植手術，術後患者移植
氣管軟骨環存活，管腔通暢，目前已能經
口鼻呼吸，健康狀況良好。
崔鵬程教授表示，生物人工氣管移植術

的研發及在臨床上的成功開展，為長段氣
管狹窄或缺損患者帶來福音。更重要的
是，這種去除免疫原性的同時保留主要功
能細胞活性的思路，也為其他類似組織器
官的移植提供了重要借鑒。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首屆福建省安溪鐵觀音大師賽昨日
頒獎，李金登、王清海兩人獲評鐵觀
音大師稱號，並各獲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工作研究經費，是中國茶
界有史以來對製茶大師的最高獎勵。
頒獎會結束後的大師鐵觀音拍賣會
上，石獅市旅港同鄉總會常務副會長
蔡佳定，以102萬元拍得王清海的
500克2017年春季安溪鐵觀音。
為蔡佳定舉牌的許平發表示，是次

拍下的作品，他準備在內地的企業總
部舉辦盛大的鐵觀音品鑒會，希望讓
更多人了解和喜歡安溪鐵觀音。
此次獲評鐵觀音大師的王清海表

示，此刻獲獎，想得更多的卻是要如
何建立大師工作室，幫助貧困茶農搞
好茶園管理，提高製茶水平。「把種
茶、製茶、評茶的技藝傳授給年輕
人，讓安溪鐵觀音的發展後繼有人，
或許才是參評鐵觀音大師的意義所
在。」王清海說。
據介紹，未來鐵觀音大師將深入茶

農、茶商、茶企等，帶徒授藝，並在
全國範圍內，舉辦大師賽獲獎茶的線
下交流分享會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江西省文聯獲悉，由
江西省文聯、省委黨史研究室、省教育廳、省
軍區政治部共同主辦的「贛籍開國將軍百戰
圖」 大型創作展覽將於本月底在南昌舉行，
以紀念「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井岡山
革命根據地創建90周年。
是次展覽將展出100組藝術作品，每組作品

通過美術、詩詞、攝影等藝術創作，反映江西
籍將軍最動人、最精彩的戰鬥生活場景，以及
將軍故鄉的新變化新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從2008年至今，這位年僅28歲
的患者，拒絕了社會的愛心捐

款，靠賣上萬斤雞蛋自救自強。
2008年，鄒新飛在參軍體檢時被
查出患有尿毒症。對於當時只有19
歲的他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而
治病需要的一大筆醫藥費，更為這
個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壓上重擔。
鄒新飛甚至在患病期間外出打工，
但最終因身體無法堅持而無奈放
棄。當時，很多市民以及企業家要
為他捐款，但都被鄒新飛婉拒了。
「我還年輕，要用自己的雙手賺

錢治病。等我真需要時我會接受大
家的幫助。」鄒新飛說。
經過一家人的商議，他們把自家
養雞場重新開起來，鄒新飛便開始
了賣雞蛋的自強路。「媒體介入報

道後，有很多人買我的雞蛋。」鄒
新飛說。如今，鄒新飛不僅在長興
將自家雞蛋賣得紅紅火火，其銷售
範圍還擴大到杭州、上海等地。

不忘回饋社會
浸浴在社會各界的關懷之下，鄒新

飛自己也開始有意識地參加公益活
動，盡他的努力去幫助別人。去年
12月，鄒新飛參與一次公益活動
時，看到了器官捐獻的自願書，便第
一時間簽訂了眼角膜和遺體捐獻協
議。他說，「整個社會對我的幫助很
大，我希望能報答這個社會。」
好消息終於等來。今年4月，浙

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浙一
醫院）打來電話告訴鄒新飛，已經
找到了能與他配型成功的腎臟。面

對12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費
用，權衡再三，鄒新飛通過正規渠
道向社會發佈了募款申請。

逾2000人施援手
「我想好好的活下去。如果真的

成功，父母不用再如此辛勞，我還
有能力來回報這些年幫助我的
人。」鄒新飛在募款說明中這樣寫
道。招募消息發佈後，3天不到便募
集了10萬元。
2,678 個人幫助、1,000 多份留

言、137人實名為他證實，寄託的
是滿滿的希望與愛心。
看到一句句留言，鄒新飛感慨：

「這麼快能籌齊捐款，讓我很感動，
我只有更好地、堅強地生活和工作，
才能回報那麼多一直幫助我的人。」

在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病房裡，來自浙江長興

的尿毒症患者鄒新飛躺在病床上，跟記者直呼閒不住。三

天前經歷了換腎手術後的他，肌酐值下降速度非常快，身

體正一點點恢復。9年的等待，他正開始新的人生。■中新網

世界首創生物人工氣管移植成功

港
商
102
萬
拍
下
春
季
鐵
觀
音

自救自強賣雞蛋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