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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國遵守「一中」遣3電騙台嫌返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柬埔寨
昨日把 3名台籍電信詐騙案疑犯遣送大
陸。台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稱，已請駐胡
志明市辦事處再向柬方表達嚴正關切及深

切遺憾。
陸委會表示，已向陸方提出嚴正抗議，
希望盡速溝通對話。
大陸警方和柬埔寨警方通力協作，在金

邊成功打掉一個以台灣籍疑犯王某為核心
的大型電騙犯罪團夥，抓獲疑犯106人，其
中包括台灣籍疑犯7人。
據台灣地區外事主管部門表示，柬國於

26日晚已將第一批4名台灣疑犯強制遣送大
陸，為爭取第2批3名台嫌回台接受「司
法」調查，該部門指示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再度力洽柬方，要求進行探視。
據悉，柬方仍基於「一中」政策，禁止
台方探視，並於昨日再次配合陸方要求，
將第二批台嫌強制遣送至大陸。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颱風「納沙」昨晚7時許從宜

蘭蘇澳登陸台灣，北部風雨越夜越

大，加上另一颱風「海棠」今日可

能登陸南台灣。據台灣氣象局預

測，高屏山區總雨量恐破1,200毫

米。目前，台灣22個縣市宣佈停工

停課，桃園機場 150 餘航班受影

響。颱風也造成近3萬戶停電，多

集中在屏東縣，該縣多個鄉鎮傳出

淹水災情，並接獲多宗人員受困案

件。「納沙」料於今日凌晨至清晨

才會出海。

據台灣氣象局觀測，「納沙」昨晚7時
10分登陸宜蘭蘇澳，向西北行進，全

台籠罩在暴風圈中，蘇澳、宜蘭已有16級強
陣風，料「納沙」中心午夜到凌晨會出海。
「納沙」帶來的強風造成花蓮地區線路
受損。台電公司表示，截至昨日下午3時統
計，全台累計共有3.1176萬戶停電，已搶
修復電5,360戶，但仍有2.5816萬戶停電，
且多集中屏東縣。
屏東地區並出現災難性降雨，台灣水利
部門針對屏東縣8鄉發佈淹水一級警戒，水
利署緊急調派17部大型抽水機協助救災。此
外，屏東縣已接獲18宗40人受困案件。
花蓮縣13鄉鎮市易致災地區展開預防性
撤離，應撤人數2,761人，昨日下午已撤
1,982人。在高雄，防災一級開設後，5個

山區已撤離約百人下山。

花蓮登山漢不慎墮谷亡
昨天上午7時，花蓮一支22人登山隊伍
趕在颱風登陸前自秀林鄉沙婆礑下山，其
中一名33歲黃姓男子不慎墮落山谷，經隊
友緊急通報後，救難人員在山谷找到墮山
者，但已沒有呼吸和心跳。玉山公園管理
處也已經勸離、撤退80支登山隊、共331
人下山，但仍有4人來不及下山。
另外，花蓮昨日因天氣不佳發生車禍釀1

死6傷。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和平派出所
長王祝光說，台九線161.5公里處蘇花公路
和平路段下午1時多，對向兩輛私家車發生
對撞事故，兩車車上分別為3人，共造成1
死5傷。

受天氣影響，桃園機場截至下午4時，共
取消108航班、延誤49航班，包括81班客
機、27班貨機。另外延誤的49航班中，包括
37班客機與12班貨機。多間航空公司也取消
今日多班飛往香港、美國、東南亞等航班。
高鐵宣佈昨晚6時前全線維持正常營運，

6時20分起至9時調整營運模式，自南港站
及左營站，每小時各發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
車自由座列車。台鐵東部南迴及西部幹線
昨日多班車停駛，阿里山森林鐵路自昨日
起到31日，各級列車全部停駛。
台灣公路局宣佈，昨日預警封閉中橫公
路等道路；澎湖海上交通全面停航。

「海棠」今或登陸南台灣
此外，台灣氣象局昨日傍晚發佈10號颱

風「海棠」海陸颱風警報，這是50年來台
灣首次同時發佈雙颱海陸警報。台灣氣象
局預報課長黃椿喜說，「納沙」、「海
棠」將受到「藤原效應」影響，「納沙」
進入台灣海峽後將牽引「海棠」往台灣南
部陸地移動。至於「海棠」30日中午就可
能登陸南台灣，中心會靠台灣東邊還是西
仍有變數，南部山區要留意強降雨發生。

福建已轉移逾3000人
據福建省氣象台昨日預報，「納沙」今

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廈門到霞浦一帶沿海
再次登陸。此外，預計「海棠」又快速生
成，直奔福建沿海。雙颱風來襲將給福建
省帶來嚴重影響。目前福建已啟防颱風三
級應急響應，安全轉移人員3,1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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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沙納沙」」襲台襲台，，屏東屏東
水浸成重災區水浸成重災區。。中央社中央社

■■屏東一家超商內成屏東一家超商內成
一片汪洋一片汪洋。。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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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沙」襲台 22縣市停工停課
桃園機場逾150航班受影響 屏東水浸成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颱風
「納沙」昨晚在宜蘭蘇澳登陸台灣，造
成暴雨水災，香港往來台灣多班航班宣
佈取消。國泰港龍航空昨日宣佈，取消
香港往來高雄的8班航班，今日則取消
由高雄飛往香港的KA451航班，並於
昨日起豁免涉及高雄(KHH)及台北
(TPE)機票的重新訂位費用，國泰港龍
航空由香港往來台北的航班未受影響。
中華航空及華信航空共有5班航班取
消，長榮航空有2班香港往來台北的航
班取消，HK Express有4班航班取消。
國泰港龍航空昨日取消香港往來高雄

的 8 個航班，包括：KA436/437、
KA454/455、 KA456/457、 KA458，
今日則取消KA451航班，航空公司為
受影響乘客豁免重新訂位費，更改後出
發日期必須為8月10日或以前。
中華航空及華信航空亦在網站宣佈，

取消高雄至香港來回航班CI937/938、
香港往來台中AE1818航班、AE1831/
1832航班，香港至台中的航班AE1842
延誤至明日早上6時30分，今日則取消
由台中至香港的航班AE1819。長榮航
空昨日取消台北桃園至香港航班
BR827、 香 港 至 台 北 桃 園 航 班
BR858 。
HK Express昨日有3班航班被取消，

包括香港往返台中的UO140/141航班
及香港往花蓮的UO3154航班，今日則
取消花蓮往香港的航班UO3155。
內地氣象部門預測，颱風「納沙」將

於今早凌晨登陸福建廈門一帶。

國泰港龍
取消多班往返台灣航班

■■民眾在台北街頭感受到明顯風勢民眾在台北街頭感受到明顯風勢，，雨雨
傘被吹到開花傘被吹到開花。。 中央社中央社

經歷今年第1號洪
水之後，黃河中游小
北幹流陝西省合陽段
前日出現罕見的「揭
河底」現象。資料顯
示，黃河小北幹流河
段上一次發生「揭河
底」現象是在 2002
年。
據現場觀測的黃委

會陝西河務局水文人員介紹，當時只見「河水將河底泥土
大塊大塊掀起，像土牆一樣立於水中，然後水流再將土牆
推倒、打散」。據了解，「揭河底」現象一般發生在高含
沙洪峰之後的落水期，此次「揭河底」現象發生在主河槽
內，對附近河道整治工程沒有影響。
7月25日起，黃河中游山陝區間中北部出現強降雨過

程，27日1時，黃河出現今年第1號洪水，地處黃河中游的
龍門水文站洪峰流量為每秒6,010立方米。在向下游演進
中，洪峰逐漸減小。前日7時45分，洪水以每秒3,410立方
米的流量安全通過潼關，目前黃河幹流汛情趨於平穩。
據黃河水利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李軍華介紹，「揭河

底」現象是由黃河高含沙水流運動引發的獨特的河床演變現
象，主要發生在黃河中游山西禹門口至陝西潼關河段。

■新華社

黃河現罕見「揭河底」現象

■黃河出現罕見「揭河底」現
象。 網上圖片

2012年，瑞金醫院為門診大廳配備了一架鋼
琴，開始招募音樂義工。在上海，
除了楊文俠這樣的音樂義工，還有
36歲身患絕症的謝禮安，86歲的鄭
雅秀和她的姐妹們，以及從冠心病
手術康復的70歲楊浩良……
7月22日下午1點，瑞金醫院門
診大廳鋼琴的周圍擺放着一圈花
盆，如同一個小型舞台。楊浩良喝
了幾口水，穿上義工馬甲，把寫有
「楊浩良」的名牌放在鋼琴上，將
幾本曲譜依次排開。琴聲響起。大
廳裡的人慢慢圍過來，鋼琴旁邊的
座椅逐漸坐滿，很多人站着聽。
至於「保守估計還有三年時間」
壽命的楊文俠，在瑞金醫院每周彈
琴一次，一次一個小時。楊文俠住

在浦東女兒家，每次來回要3個小
時，先坐779路巴士，再轉兩趟地
鐵，但她並不覺得辛苦。

「怕也沒用，不如開心地過」
楊文俠的丈夫趙世清是他的「護

花使者」。「他可黏我了，我去哪
兒都跟着」，楊文俠說，每次出
門，丈夫都陪着她。她彈琴時，他
就在旁邊看，時不時拍視頻。
「她做義工很開心，比待在家裡

好。」趙世清說很支持妻子，但擔
心她太累。生病前，楊文俠曾是運
動健將，最喜歡唱歌跳舞，古箏、
鋼琴、架子鼓，還會做衣服、鞋
子。現在她身體虛弱，很少出門，
連續彈琴一個小時會累。
因為做手術，楊文俠一塊頭蓋骨

沒了，有乒乓球那麼大，有時會頭
疼。楊文俠想用音樂讓病友們別緊
張、放輕鬆。她說：「怕也沒用，
還不如開開心心地過。」
瑞金醫院社工部負責人汪敏嫻

說，醫院每年會有800人次義工來
提供服務，不過流動較大，長期服
務的數十人，大多是老年人。

用琴聲傳遞快樂用琴聲傳遞快樂
絕症義工自療也療人絕症義工自療也療人
現年66歲的江蘇徐州人楊文俠2014年身患肺癌，術後康

復，沒想到腦部又長了腫瘤，今年4月28日在上海瑞金醫院

做切除手術。楊文俠問主刀醫生，手術後會怎麼樣？醫生告訴

楊文俠，保守估計她的壽命還有三年時間。一個月後，她申請

做瑞金醫院的音樂義工。這就像一場與時間的賽跑：用音樂留

住時間，陪伴在病痛中掙扎的人們。 ■《南方都市報》

2400年前「豪華房車」河南出土

全球唯一熊貓三胞胎昨日迎來
三歲生日。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
界特意為牠們舉辦盛大的生日派
對，來自五大洲的珍稀動物齊聚
廣州，與園區的5,000名幸運遊
客齊聚一堂，為三胞胎齊唱生日
歌，氣氛熱烈。

鸚哥猩猩齊慶賀
當日，派對現場近百隻色彩斑

斕的太陽鸚哥掠過上空，儼如一

座空中彩虹橋；「空中霸王」草
原鵰劃過美麗的弧線；逗趣精靈
的黃猩猩「五毛」率領其靈長目
家族長臂猿、金絲猴、節尾猴前
來為三胞胎慶祝生日。
三胞胎自出生以來，成長點滴

備受全城矚目。三熊貓相繼經歷
了滿月、開眼、百日、「一母帶
三仔」、一歲、斷奶等重要生命
節點。
此前，通過全球徵名活動，大

熊貓三胞胎終獲芳名，姐姐「萌
萌」、二弟「帥帥」、三弟「酷
酷」，起名當天還獲得「鋼琴王
子」李雲迪的現場演奏。
記者獲悉，在長隆動物專家團
隊和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
中心科研人員的不斷努力下，
一直在創造着世界大熊貓繁育史
上的奇跡，也使得海內外遊客慕
名前來。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經過5個月發掘清理，2,400年前中國春秋時期鄭國國
君出行的「豪華房車」，清晰地呈現於河南新鄭市鄭國車
馬坑景區3號車馬坑內。
3號車馬坑是一座「中字形」鄭國國君大墓的陪葬坑，由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擔的該發掘項目目前已發現4輛馬車。
車長2.56米、寬1.66米，車輿頂部有防雨防曬等設施，
新發掘出的1號車體量巨大、裝飾奢華，車篷上有彩席遺
痕，席紋呈方格狀，紋飾上還遺留有紅、黑、褐等多種顏
色。車輿頂部周邊裝飾着管狀銅器、骨器。車輪上輻條可
達26根之多，足見墓主人身份之尊貴。
「1號車的體量是迄今為止鄭韓故城內所見形制最大、

裝飾最奢華的馬車。」主持發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公眾考古與遺產保護中心主任馬俊才說，「該車空間
大，可立、可坐、可臥，舒適自如，裝飾奢華，當之無愧
為鄭國國君出行的『一號公車』」。 ■新華社

熊貓三胞胎三歲生日 5000遊客為其慶生

■■楊文俠想用音樂讓病友楊文俠想用音樂讓病友
們心情放輕鬆們心情放輕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66歲的音樂義工楊文俠今年4月
底做了切除腦部腫瘤手術，醫生保
守估計她還有三年壽命。網上圖片

■楊浩良彈到歡快的曲子時很開心，希望也能感
染別人。 網上圖片

■■22,,400400年前中國春秋時期年前中國春秋時期
鄭國國君出行的鄭國國君出行的「「豪華房豪華房
車車」」在河南出土在河南出土。。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55,,000000 遊客齊遊客齊
唱生日歌唱生日歌，，為熊為熊
貓三胞胎慶生貓三胞胎慶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熊貓三胞胎慶祝三歲生日派對
現場。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