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年前，我們一家從湖南來到沿河後，是熱情好客的沿河人接納了我
們，親如兄弟。最困難時，我們還得到沿河人
民及各級政府的幫扶。」曾二來說，清澈的烏
江水養育了他們一家。救人，就是報恩。
1998年夏，在沿河縣城念高中的張毅在烏江

邊洗澡時，被捲入江中。曾二來聽到呼喊聲，
立即發動機動船去追，最終在下游500米處將
他救起。事後，張毅認了救命恩人曾二來做乾
爹。如今，在貴陽一派出所上班的張毅，只要
回到沿河，就要去烏江邊看望乾爹乾媽。
2006年，5個廣西籍的中老年人來烏江河灘

尋奇石時，夜宿在河灘邊。當夜，上游思林電
站突然開閘放水，5人一同被浪捲走。沿河海
事處接到報警後，電話通知曾二來協助救人。
被電話喚醒的曾二來夫妻倆立即起床，駕着漁

船沿江搜尋，最終救起了他們。幾人獲救起
後，從身上摸出一大把濕漉漉的鈔票，塞給曾
二來夫婦，被二人婉拒……

「做夢都感覺有人在喊『救命』」
「那幾年不斷救人，我做夢都感覺有人在喊

『救命』！」曾二來說。曾二來的妻子劉瓊
說，20多年來，他們先後從烏江中救起了58
名落水者，其中多半是孩子。這些孩子因為怕
父母知道自己因貪玩溺水，會挨打罵，多數不

留名、也不說聲「謝謝」就跑了。
「既然生活在烏江邊，只要發現有人落水，

即使有再大的困難，再大的危險，我們也要全
力去救人。」曾二來夫婦說。不過，救人有風
險。有幾次，曾二來曾被落水者抱住，拖入水
底，險些喪命。救的人多了，曾二來漸漸摸索
出一些救人的經驗。
有人稱，那些年，曾二來成了烏江航運局的

「110（內地求救電話）」，有人落水不是直
接打「110」報警，而是打下游的曾二來的電
話。
曾二來的船上，時常有一個垃圾袋，他

一邊打魚一邊撈垃圾。20多年來，他從烏
江撈起的垃圾，足有上百噸。如今的曾二
來不僅是烏江上的「守護神」，更是江面
上的垃圾清運工。

在超過2萬條海洋珍奇魚類的簇擁下，與多條世
界最大的魚——「鯨鯊」共舞，暢遊珠海長隆海洋
王國海底，這樣的畫面，對於喜歡出境海島遊玩潛
水的民眾而言，吸引力十足。
據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的領導透露，「海底潛
水」項目還將不斷擴增開放，除了海豚島和鯨鯊
館已經推出潛水體驗，隨後將逐步探討開放海牛
館，讓愈來愈多的遊客可以在家門口就能暢遊
「海底世界」。
透過鯨鯊館長39.6米，高8.3米，厚0.65米的巨

大亞克力玻
璃觀賞屏，
可以看到潛
水愛好者擺
動着泳姿，
與「鯨鯊」
嬉戲同游，
還可以追逐
錘頭鯊、魔鬼魚，或跟千年綠海龜海底「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日
前對洛浦縣比孜里墓地出土的兩口
形制罕見如同「隨意開合的筆記本
電腦」的漢晉時期棺木進行了開
啟。考古學家指，它們的出土反映
出地處絲綢之路南道上的和田，在
漢晉時期貿易繁盛，東西方文化在
此碰撞與交匯。
考古人員介紹說，該口木棺出土於
比孜里墓地編號為M27的墓葬中，它
的形制很獨特，蓋板和棺身由木製暗
軸相連，可以自由關合，很像今天的
筆記本電腦。在比孜里墓地，和它形
制相同的木棺還有三口，但唯獨該口
木棺保存得最完好。
與形制獨特的木棺相比，木棺中的
三具乾屍葬式更為獨特。棺中有三具
乾屍相互疊壓在一起，乾屍身着鮮艷
的衣物，臉部裹有毛繡或絲棉的覆
面，覆面下面有類似「口罩」一樣的
護頜罩，頭部戴有花環，一具乾屍的
上衣還貼有亮閃閃的金箔。

三具乾屍為兩男一女
乾屍經現場專家鑒定，三具乾屍

兩男一女，年齡相差不多，都在25
至30歲之間，其中，最上面一具乾
屍為一男子，下面並排兩具乾屍分
別為一男子和一婦女。專家組排除
了三人同時死亡，及非正常死亡的
情況，也不存在二次葬。
另外一口形制相同的彩棺，外壁

圖案極其罕見，一端畫有表情詭異

的人面像，一端畫了一對大腳。兩
側紅色顏料畫出的方格內，還有用
靛青色顏料描繪的團花。
據史料記載，比孜里墓地所屬洛浦

縣，漢晉時期屬西域于闐國範圍，這裡
地處絲綢之路南道要衝，曾是西域南道
中國勢最強的國家之一。公元前二世紀
（西漢時代），尉遲氏建立于闐國，于
闐國在西漢時期，人口曾達1.93萬人，
全國有3,300多戶，戰士2,4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伴隨着古雅
的《齊韶九
成》之《祭
禮》音樂，姜
太 公 誕 辰
3156 周年祭
禮昨日在山

東淄博市臨淄區舉行。姜氏、呂氏、丘（邱）
氏、崔氏等來自韓國、台灣等海內外的1,500餘名

姜太公後裔宗親在太公像前肅穆而立，聆聽祭文，
共同祭祀先祖。
據史載，姜子牙是古代齊國開國之君，當今遍佈

世界各地的102個姓氏都由姜姓繁衍而來，其中包
括姜、呂、丘（邱）、高、崔等64個單姓和淳于、
東郭等38個複姓，其中崔、丘（邱）、高、姜、呂
等為大姓。據不完全統計，姜太公後裔呂氏在東南
亞有200多萬，姜氏在韓國有130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

貴州烏江貴州烏江「「守護神守護神」」

新疆漢晉奇特木棺「開棺」墓主衣貼金箔頭戴花環

今年今年4848歲的曾二來歲的曾二來，，2121歲時隨父歲時隨父

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在烏江上靠在烏江上靠

打魚為生打魚為生。。2020多年來多年來，，他先後從他先後從

滔滔烏江中救起滔滔烏江中救起5858名落水者名落水者，，撈撈

起百餘噸垃圾起百餘噸垃圾，，不僅被譽為烏江上不僅被譽為烏江上

的的「「守護神守護神」，」，也是江面上的垃圾也是江面上的垃圾

清運工清運工。。 ■■《《貴陽晚報貴陽晚報》》

長隆推海底潛水 遊客可與鯊共舞

逾1500姜太公後裔山東祭祖

廿餘載廿餘載救救5588人人

■■曾二來在烏江打魚的曾二來在烏江打魚的2020多年多年
裡裡，，先後救過先後救過5858名落水者名落水者，，打撈打撈
起百餘噸江上垃圾起百餘噸江上垃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曾二來一家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後曾二來一家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後，，是熱情好客是熱情好客
的沿河人接納他們的沿河人接納他們，，親如兄弟親如兄弟。。他說他說，，清澈的烏江清澈的烏江
水養育了他們一家水養育了他們一家。。救人救人，，就是報恩就是報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疆比孜里墓地開啟漢晉時期的
奇特木棺，發現棺內存有三具乾
屍。 網上圖片 ■墓葬中的墓主頭戴花環。網上圖片

■姜太公誕辰 3156 周年祭禮現
場。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與多條世界最大的魚——「鯨鯊」
海底共舞，讓不少年輕遊客躍躍欲
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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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來襲時，群島上有1萬人未撤離，他們如
今可能要悉數疏散。目前當地對外交通和通

訊近乎中斷，難以估計實際災情，除了房屋被強風
摧毀、沒有水電之外，手機服務也中斷，群島上三
間醫院及其急症室皆停運。有居民希望返回家園檢
查財物，被警方阻止。佛州州長斯科特表示，群島
在風災中儼如被「毀滅」，近乎所有停放流動房屋
的場地遭夷平，部分地區在數個月後才可讓人重新
居住。

維珍創辦人籲「馬歇爾計劃」救災版
加勒比海島國的災情同樣嚴峻，颶風在該區奪去

近40人性命，部分地區爆發搶掠，外界批評法
國、英國和荷蘭對這些屬地的救援行動遲緩。英國
維珍集團創辦人布蘭森在維珍網站發表文章，呼籲

當局推出救災版「馬歇爾計劃」，以二戰後美國大
規模經援西歐的行動為名字，重建加勒比海島國的
設施，復興經濟，又指英國政府須在重建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 ■《衛報》/美聯社/路透社

英國攝影師斯萊特
2011年到印尼拍攝黑冠
獼猴群期間，其中一隻黑
冠獼猴趁其不為意時，拿
起他的相機自拍。這張罕
有「馬騮自拍照」為斯萊
特帶來可觀收入，但同時
令他被美國保護動物團體入稟控告，聲稱
他侵犯了黑冠獼猴的肖像權。經過接近兩
年訴訟，雙方律師終於決定庭外和解。
美國善待動物組織(PETA)將照片中的

黑冠獼猴命名為Naruto，並以牠的名義
在加州入稟控告斯萊特。不過聯邦地區法
院去年初審時裁定PETA敗訴，認為雖然
國會及總統有權將保障人類的法律適用範

圍延伸至動物，但版權法
未有類似安排。PETA不
服上訴，但雙方前日通知
巡迴上訴法院，表示同意
撤回整項訴訟，並同意地
區法院的裁決無效。
根據和解協議，斯萊

特同意把照片未來收入的25%，捐予黑
冠獼猴保育團體，但他拒絕透露照片至今
帶來多少版權收入，以及今後會否把其餘
75%版權收入據為己有。
長年訴訟令斯萊特一貧如洗，他不但

因此失去主要收入來源，需轉行做網球教
練謀生，他更曾說過有意幫人遛狗賺取收
入。 ■美聯社/《泰晤士報》

颶風「艾

瑪」前日登陸

美國佛羅里達

州，造成至少

11死、730萬

戶停電，它減弱

為熱帶低氣壓，吹

襲佐治亞和亞拉巴

馬州。昨日天亮後，

災區破壞情況繼續浮

現，佛羅里達群島滿

目瘡痍，食水、電力和

排污系統癱瘓，食物和燃

油供應短缺，官員警告可能

爆發人道危機，海軍出動兩

艘兩棲攻擊艦及「林肯」號航

空母艦救災。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明年2月任期屆滿
後會否留任，一直是近月市場焦點。今年
7月總統特朗普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
時，表示會考慮讓耶倫連任，聯儲局新公
開資料則顯示，原來在訪問刊登前一星
期，耶倫曾經與特朗普女兒伊萬卡會面，
令人懷疑兩件事之間有關連。
特朗普當選前後曾經多次批評耶倫，

因此當他7月在訪問中大讚耶倫並表示會
考慮再任命她時，令市場頗為驚訝。聯儲
局記錄顯示，耶倫於7月17日(即訪問刊
登前8天)曾在聯儲局總部，與伊萬卡共晉

早餐。聯儲局主席與總統家屬會面相當不
尋常，文件無透露兩人會面目的和內容，
但白宮聲稱，伊萬卡因為看過耶倫5月一
場關於女性就業的大學演說，於是決定與
對方商議相關議題。
特朗普至今仍未宣佈下屆聯儲局主席

任命，雖然耶倫被市場看高一線，但由於
她上月在全球央行年會上，公開就金融業
監管與特朗普唱反調，令外界相信這或者
會降低她連任的機會。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

聯合國難民署昨日表示，全球逾半難民
孩童、共約350萬人沒有就學，呼籲各界提
供更多資金，協助這些孩子接受教育。
難民署發表報告指，去年在難民署管理
下的640萬名5至17歲難民兒童中，約350

萬人未曾上過一天學校，較前一年減少20
萬人，但情況仍然嚴峻。聯合國難民事務
高級專員格蘭迪在報告中表示：「這些年
幼難民的教育，對接納他們地方的和平與
永續發展，以及他們自己家鄉未來的繁榮

至關重要。」格蘭迪說，難民署安置的1,720
萬難民中，有半數是孩童。他說：「比起世
界上其他地方的孩童和青年，聯合國難民
署安置下的這640萬名學齡難民的機會落差
越來越大。」 ■法新社

350萬難民童無書讀 聯國籲援助

航航
母母
救救
災災

澳展同性婚姻郵寄公投

耶倫晤伊萬卡
特朗普改口撐連任

令澳洲社會陷入嚴重對立的同性婚姻
郵寄公投，昨日正式開始。雖然今次公投
並無約束力，但澳洲國會將根據結果，於
12月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進行表決。最新
民調則顯示，將會投票的選民中，有多達
70%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意味澳洲有望
成為全球第25個批准同性婚姻的國家。

當局昨日開始向1,600多萬選民寄出選
票，選民可在10月底前寄回。今次公投舉
行前可謂一波三折，支持同性婚姻的工黨
等在野黨派，認為社會對議題已經有廣泛
共識，因此應該由國會直接表決，毋須繞
路舉行郵寄公投。部分保守派則揚言不論
公投結果如何，都會反對法案。■路透社

獼猴自拍掀官非 攝影師保版權

■■佛州居民面對家園被毀佛州居民面對家園被毀，，
一臉無奈一臉無奈。。 法新社法新社

■■佛羅里達群島滿目瘡佛羅里達群島滿目瘡
痍痍，，食水食水、、電力和排污電力和排污
系統癱瘓系統癱瘓。。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