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度「中國最美的書」評選結果13
日在上海揭曉，《茶典》、《墨香書條石》
等來自中國各地22家出版社的25種圖書獲
本年度「中國最美的書」稱號，並將代表中
國參加2018年度「世界最美的書」評選。
據評委會介紹，本年度「中國最美的
書」評選共收到來自中國各地94家出版單

位的參評圖書312種，內容涵蓋領域廣
泛。「中國最美的書」書籍設計年度評選
活動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主辦，邀請海內
外頂尖的書籍設計師擔任評委，選出當年
度「中國最美的書」，並送往德國萊比錫
參加次年度「世界最美的書」評選。自
2003年起，已有296種「中國最美的書」
亮相德國萊比錫，17種榮獲「世界最美的
書」獎項。 ■中新社

2017年度「中國最美的書」揭曉

■ 本 次 獲
獎 圖 書
《茶典》。
網上圖片

海南愛心店主海南愛心店主 接力收養接力收養「「啞兒子啞兒子」」1717年年
17年前，啞男孩流浪文昌市文城鎮街頭，幸好
先後得到兩位好心店主收養，給了他家的溫暖。
「這孩子跟我們一家人同吃同住了7年多，我已
經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店主詹道學說， 最讓
他苦惱的是，「啞兒子」沒戶口，辦理不了身份
證。

首位領養人：心酸身世惹憐愛
據了解，10多年前的一天傍晚，首位領養人陳
先生發現一名消瘦的小男孩在自己茶店門口撿垃圾
桶裡的東西吃。覺得這孩子可憐，他就拿出吃的給
這孩子。發現孩子不回答話，只傻笑，陳先生才知
道這是個啞孩子。看小孩無家可歸，在外流浪不安
全，陳先生乾脆收養了他。
這樣一晃便是10年，直到陳先生重病關店。

接力領養者：「啞兒子」知恩圖報
機緣下，詹道學租下陳先生的店面，他的茶店

於2010年開張。開張才幾天，他看到一名男孩
來到店裡，東張西望，還用手比比劃劃，經鄰居
介紹，詹道學才知道這啞男孩原來是老店主陳先
生收養的。「陳先生給了他幫助，我一樣也可

以。」詹道學
決定收養這個
孩子。
一 次 因 停

電，店裡生意
沒法做。「啞
兒子」竟自己
花幾千元買回
一台發電機，
卻始終不肯收
詹道學的錢。
他感歎「這孩
子很會感恩，
他的一些行為
讓 我 很 感
動。」
詹道學說，他在老家新建的房子很大，可以給一

間給「啞兒子」做婚房。經朋友介紹，他還給「啞
兒子」物色了一個同樣不會說話的女孩。
文昌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會對這

位啞男孩的情況作進一步核查，盡快幫助他辦理身
份證。 ■澎湃新聞網

無論在黑龍江黑河市，還是一江之
隔的俄羅斯阿穆爾州首府布拉戈維申
斯克市，今年32歲的肖茵都是一位
「知名人士」。肖茵創辦的「中俄創
業青年國際協作中心」（簡稱「創青
國際」），致力於為中俄企業跨境經
營和個人投資創業提供全方位、專業
化服務，人們親切地稱她為「百事通
姑娘」。
肖茵出生在黑河，15歲赴布拉戈維
申斯克求學，曾在布拉戈維申斯克國立
師範大學任教。回國後，看到很多想來

中國發展的俄羅斯朋友需要自己幫忙，
肖茵於是成立了「創青國際」。
「由於大多數到俄羅斯的中國企業

和來中國的俄羅斯人對當地的法律、
政策等缺乏充分的了解，我們就搭建
了這個平台，提供從文字翻譯、法律
事務到財稅登記等一條龍服務，起到
『嚮導』的作用。」肖茵說。據悉，
今年以來，「創青國際」已經幫助5
名俄羅斯人在黑河市創辦了企業。
在江對岸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創

青國際」已與數十家中國企業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工作人員都是通曉俄羅
斯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的專業人士。
如今，「創青國際」已經形成品牌效
應，成為不少中國到俄羅斯投資創業
者訪問的「首站」。 ■新華社

中俄邊城有位「百事通姑娘」

■圖為創青國際門前。 網上圖片

■詹道學與他的「啞兒子」。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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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被困22小小
時後時後，，阿婆阿婆
最終獲救最終獲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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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戴安全頭戴安全
帽的阿婆在帽的阿婆在
綁好安全繩綁好安全繩
後後，，被慢慢被慢慢
拉了上來拉了上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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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警時間是7時57分，從中

隊營區趕至事發地點路上花了
20多分鐘。」人和消防中隊指導員盧快中
告訴記者，阿婆住處的露天空地裡有一口
深近6米的水井，其中靠近上端約4米深
的井體直徑有60厘米左右，靠近底端2米
深的井體直徑約有50厘米。在消防員趕到
現場時，老人的一個兒子已下到水井中，
「他下到井底，站在水中，將阿婆托着，
盡量不讓老人泡在冰冷的井水裡。」

空間狹小腰帶繫繩成工具
現場指揮員迅速組織消防戰士利用繩索

將兩條腰帶和一個安全頭盔先後傳遞至井
下。盧快中說，因井下空間有限，容不下
消防員再進入井內，為節省時間，消防員
就在井口處先估算好阿婆的腰圍調整好腰
帶長短，待腰帶傳至井下後再指導阿婆的
兒子用腰帶分別綁住老人的腰部和腋下，
並固定好。

隨着兩根繩索在消防員手中緩緩上升，阿
婆所戴的安全頭盔出現在了井口附近。「慢
一點」「扶住她的頭」「快來抬一下」……
在四五名救援人員和家屬的合力下，阿婆被
拉出了水井，並被抬至一旁空地上。經醫務
人員查看，落井阿婆腿部有輕微擦傷，隨後
其被送往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

獨居老人疑已被困2小時
「經向家屬了解，阿婆今年已經99歲

了，平時一個人居住。」消防部門稱。
「阿婆具體墜井的時間不清楚，按其

早起時間來推算，她在井下被困時間近
2小時。獲救時，她渾身濕透，手部的
皮膚都被水泡皺了。」消防部門透露，
據老人親屬稱，這口水井基本已經廢棄
不用，平時井口上覆有一塊塑料板還另
蓋有一個塑料桶。阿婆的兒子推測老人
家可能是早上起來洗臉時，不小心滑倒
時把井蓋撲開了，整個人才掉入井下。

百歲阿婆墜深井百歲阿婆墜深井
孝子托舉救母孝子托舉救母
消防隊反應迅速消防隊反應迅速 現場現場1515分鐘完成救援分鐘完成救援

神州大地台海新聞A16 ■責任編輯：王嘉程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11月11日清晨，廣東廣州市白

雲區一名99歲的阿婆疑因洗臉時

不慎，墜入6米深的井下，好在井

水不深，被家人送飯時發現後，

老人的兒子下到水井中將其托

着，盡量不讓老人泡在冰冷的井

水裡。隨後消防員趕到，用繩索

和腰帶將老人從井下救出，整個過

程用時僅15分鐘。 ■《廣州日報》

■■在兒子和消在兒子和消
防隊的上下合防隊的上下合
力營救下力營救下，，阿阿
婆已經出了井婆已經出了井
口口。。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首屆海峽兩岸無人機
航拍創作大賽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首屆海
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無人機航拍創作大賽
昨日在深圳啟動。據悉，12月19日將舉
行大賽頒獎儀式。
本次大賽圍繞「俯瞰深圳．雋秀鵬

城」這一主題，通過無人機影像全景式
展現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在空間格局、
產業結構、生產和生活方式變化的新亮
點、新狀態、新面貌。大賽吸引更多來
自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人才，服務深圳
無人機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同
時，也為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的文化創
意工作者們搭建一個長期的相互交流與
學習創作的平台，共同推動兩岸文化創
意產業進步。

欲拓對外經貿 必先改善兩岸關係
智庫專家籲台當局捨棄對抗模式接受一中原則

復興航空苛扣遣散費
法院判付400萬台幣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今年
初解散的台灣復興航空，遭員工提告在遣
散費中苛扣交通費、出差費等沒納入平均
工資的計算，士林地方法院13日審結，判
決復興航空需額外支付396萬8365元（新
台幣，下同）。
提出訴訟的共17名員工，其中 11人須
跟飛檢修飛機，公司每月固定給付交通
費、跟飛費，但這11人退休資遣後，公
司卻未將交通費、跟飛費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導致11人退休、資遣費短少。其
中一名工齡40年的維修員少領了67萬
5000元退休金。另外6名貨運場務人員的
資遣費中也未將交通費列入計算。
對于訴訟，復興航空抗辯，交通費用

與跟飛費用皆為差旅費，公司為體恤出
差員工的「恩給」，不該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
法院認為，維修員是為確保飛機適航

性才跟飛，公司給付跟飛費屬於經常性
給予，和員工勞務給付有關，當屬工資
無誤，因而判復興航空應給付17名員工
短少的資遣費、退休金，共計396萬8365
元。全案仍可上訴。

台青車禍全癱 母全心照顧喚醒愛子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母親的

愛及社會善的力量，讓奇蹟發生。18歲
徐姓青年車禍全身癱瘓變成植物人，媽
媽不曾放棄，辭工作一年來專心照顧。
一直協助徐家的花蓮縣警局鳳林分局巡
佐柯千惠，聽到消息十分高興，她今天
告訴記者，當時17歲徐姓原住民少年就
讀花蓮高工，去年11月騎機車前往參加
檢定考試途中在花蓮市發生車禍，造成
全癱狀態變成植物人，甚至有醫生認為
醒來的機會是零。在花蓮慈濟醫院開刀
後，現在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做復健。

為救兒全家動員
柯千惠透露，徐父從事鐵工，在工作

時被恙蟲咬傷引起敗血症，治療已逐漸好
轉，因為兒子臥床需要花費，已開始打零
工；本來在剝皮辣椒工廠做事的媽媽，為
了全心照顧兒子辭去工作；就讀大學社工
系的姊姊原本想輟學工作照顧家計，但
母親反對，母親認為社工系畢業，將來
才有辦法幫助全癱的弟弟有一線生機。

終甦醒聞者動容
柯千惠說，今年5月間，鳳林警友

會、鳳林警分局發起西瓜公益幫助徐姓
青年。在經過數月治療後，青年奇蹟地
甦醒過來，目前可以辨識家人，聽懂語
意，並且做出簡單的手勢，聞者無不動
容。柯千惠說，最感到欣喜的莫過於徐

母，認識徐媽媽的人都會被她感動，
「她就像月亮一樣，陪着兒子，盼望兒
子好起來」。
柯千惠說，徐媽媽感謝鳳林警友會及

鳳林分局的西瓜公益及社會愛心人士善
款讓兒子有機會做更好的治療，兒子奇
蹟地甦醒，讓她內心充滿感恩，也希望
有同樣遭遇的家庭不要放棄希望。
鳳林分局局長楊峰明表示，徐姓青年

甦醒的時刻提早來臨，讓許多人既驚訝又
感動，真實見證母親的愛及社會善的力量
獲得正面回報。他說，身在公門好修行，
鳳林分局會持續透過勤區警員家戶訪查，
發掘弱勢家庭，結合社會資源給予協助，
關懷轄區弱勢民眾永不止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中國國民黨智庫昨日舉行記

者會。與會專家強調，台當局拓展對外經貿、台商「走出去」的成敗，

關鍵在於發展兩岸關係。

近期美國總統特朗普亞洲行、APEC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東亞合作領導人系

列會議陸續登場，亞太地區再次成為國際
關注焦點。昨日這場記者會邀請專家就當
前兩岸及亞太局勢所受影響發表觀點。國
民黨研究基金會涉外及防務事務組召集人
林郁方表示，大陸與美日韓等國間有着體
量巨大的經貿往來，台灣還有人寄希望於
這些國家與大陸持續對抗，但這是不太可
能的。拓展對亞太地區的經貿往來，台灣
當局就必須與大陸改善當前關係。
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分析，
在「一帶一路」建設巨大商機下，東盟、
南亞各國與大陸經貿合作關係持續加深。
如果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台商「走出去」
的發展機會只會越來越少。

國際社會支持一中原則
台當局涉外事務主管部門前負責人歐鴻煉
認為，台當局應捨棄對抗模式，爭取和平發

展。若持續對抗，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就不
能擺脫當美日「棋子」的命運。他強調，借
切割兩岸文化、血脈聯繫來訴諸「台獨」，
只會凸顯對事實的扭曲。在國際社會已普遍
接受一中原則、「台獨」在內部得不到支持
的環境下，台當局應面對現實，認同兩岸共
同的文化、血脈、歷史淵源，接受一中原
則，改善與大陸的關係。

台灣是否再次坐失良機
另據新華社報道，台灣研究機構「中研

院」10月發表的《台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
略政策建議》指出，當前台灣經濟面臨巨
大挑戰：經濟增長率減速過快，近10年平
均增長率已降至3.82%；名義居民所得相
對較低，薪資年增長率驟降；人才流失情
況也正在加速。
台灣「中研院」院士、經濟學家王平認

為，兩岸關係不穩是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
一大問題。民進黨當局的兩岸政策既阻止

台灣高科技企業赴大陸設廠，也防範大陸
企業入台，無視經濟規律。
台灣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日前曾公開

表示，台灣產業界一致認為，大陸市場是
台灣全球佈局的重要環節。他期待台灣當
局有所作為，維護兩岸持續對話，維護兩
岸經貿往來的穩定環境。

大陸宣佈將大幅度放寬外資進入金融業的
比例限制，以及放寬外資進入銀行、金融資
產管理公司、保險領域的市場准入政策。
台灣媒體在報道這一消息時，對台資業者
能否搭上這班便車不無憂慮。「不可否認，
受兩岸政治關係影響，這是契機，也是巨大
的挑戰。」台灣《工商時報》如是說。

■■圖為今年八月在江蘇舉圖為今年八月在江蘇舉
辦的第十二屆台商論壇辦的第十二屆台商論壇，，
會上嘉賓雲集會上嘉賓雲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8歲徐姓青年（左），母親（中），花蓮縣警
局鳳林分局巡官陳添丁（右）。 中央社

■■圖為復興航空公司航班圖為復興航空公司航班
落地時的景象落地時的景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