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目前正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的台灣地

區行政機構前負責人江宜樺前晚應邀出席由「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舉

辦的「愛心之夜」晚會活動。他在致詞時介紹了他籌組成立的「長風文

教基金會」，成立一年來，透過舉辦大量的文化交流、領袖訓練、論

壇、參訪，幫助台灣的年輕人連結國際、開拓視野，他期望透過這些不

同類型的交流活動，能夠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強調，這些

具國際視野的年輕人「就是我們（台灣地區）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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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推空污法優先法案 吳敦義盼贏得民心

台需育具國際視野青年領袖
江宜樺在港出席活動 籲敞開胸襟勿畫地自限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立法機構黨
團擬提案將空污法修法列為台灣地區立
法機構臨時會優先法案。國民黨主席吳
敦義昨日表示，空污是全民問題不是黨
派問題，國民黨要發出民眾心聲，贏得
民心。
據中通社報道，民進黨團當日向台灣

地區立法機構議事處遞交提案，建請召

開臨時會。提案指出，臨時會將審議勞
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攸關稅改的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涉及改
制為公務機關的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住宅及都市更新
中心設置條例草案、2018 年度總預算
案與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案6案，空氣
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並未列入臨時會

優先議程。

空污問題超越黨派
國民黨發言人黃健豪當日在國民黨中

常會後轉述，國民黨團總召集人林德
福提及，空污問題超越黨派，國民黨
團會提案將空氣污染防治法修法納入
臨時會優先法案，希望民進黨不要

阻擋。
吳敦義在會中裁示時強調，空污是全民

所關心的問題，無關黨派，雖然國民黨因
人數劣勢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表決無法戰
勝民進黨，但國民黨仍應發出民眾心聲，
贏得民心。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席次是上次
選舉的民意，國民黨爭取的是民眾現在及
未來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新竹
市下屆市長寶座，中國國民黨自家人馬搶
破頭，黨內初選昨日起開放領表登記，由
市議員林耕仁搶得頭香，前新竹市市長許
明財、市議員李國璋也將在4日和5日登
記，而呼聲頗高的新竹市議員鄭正鈐突然
宣佈退出初選。
鄭正鈐陣營昨日表示，雖然自己在各方面

呼聲都高，但為了促進黨內和諧團結，因此
將不會登記參加初選，強調這項決定，並非
受到來自黨內其他壓力所致。至於未來是否
會以其他模式投入市長選戰，幕僚指仍將評
估，目前仍專心一致做好選民服務。
林耕仁昨日上午大陣仗搭車隊抵達黨部，

沿路大批支持者歡呼、「凍蒜」聲不絕於
耳，新竹市過去兩任副市長陳全桂、李宏生
都到場站台，黨籍前議長鄭成光、市議員賀
玉燕、鍾淑英、陳治雄等也出席。
林耕仁指出，他基於對新竹市這塊土地的

感情及對建設的熱情，決定出馬參選，在他
擔任5屆共20年議員資歷，讓他深刻了解到
市民的需求，及城市建設發展的願景，他有
信心為國民黨贏回執政，希望市民在民調能
支持他。

新竹市長藍營搶破頭
鄭正鈐突退出初選

香港文匯報訊 福建廈門警方前日對外發
佈，公開追緝12名重大電信網絡詐騙在逃
人員，其中包括6名台灣籍疑犯。
據新華社報道，廈門警方在發佈內容中
稱，為嚴厲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堅決懲
處詐騙分子，警方決定對12名重大電信網
絡詐騙犯罪在逃人員公開緝捕，歡迎社會各
界和廣大人民群眾踴躍舉報。
對提供重要線索、協助抓獲疑犯的有功人

員，公安機關將根據《廈門市公安局對協助
打擊違法犯罪有功人員進行獎勵的實施辦
法》的有關規定給予獎勵。
據悉，涉案的6名台灣籍疑犯分別來自台

中市、台南市、屏東縣、彰化縣和高雄市，
其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的相關信息也被
公佈。值得注意的是，該6名疑犯中包括兩
名「90後」，年齡最小的年僅20歲。

廈門追緝6台籍電騙疑犯
年齡最小僅20歲

江宜樺於馬英九主政時期，在2009年
開始「棄教從政」，歷任台灣地區內

政部門負責人、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正副負
責人；去年1月，在台灣籌組成立「長風
文教基金會」。他說，「長風文教基金
會」成立以來，主要從事活動的宗旨，就
是希望透過各種活動幫助台灣的年輕朋
友，可以拓展他們的國際視野，可以跟
世界各地同樣優秀的青年朋友多多交
流。他說：「我們都是上了一定年紀的
朋友，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情，其中一件
就是盡我們的能力幫助我們的下一代、
幫助我們的年輕人。因為我現在比較擔
心的是台灣不能畫地自限，必須打開胸
襟，必須開拓我們的視野，這樣我們的
未來才能有希望。」

挑選優秀青年往海外交流
他在晚會中接受專訪時介紹了「長風文

教基金會」成立以來舉辦了各種活動，包
括邀請世界級的大師到台灣演講，舉辦很
多場的青年論壇，讓台灣的青年朋友分享
他們奮鬥的經歷及需要。另外，也挑選優
秀青年到海外進行交流。去年就挑選組成
4團台灣優秀青年，分別送到美國、日
本、印尼和港澳地區，進行參訪、訓練和
交流。

民眾對兩岸三地關注不夠
江宜樺表示，近些年來，在台灣有個

不太好的現象就是很多台灣的民眾只關
心發生在島內的事情，對於兩岸三地或

全球各區域正在進行的事情關注不夠，
這將會嚴重影響我們的未來世代在進一
步帶領台灣邁向全球化所具有的能量，
所以「長風文教基金會」非常希望能夠
改變這個情勢，希望透過各種活動把海
外的資訊帶到台灣，同時把台灣有志拓
展視野的青年帶到國際去，這樣通過雙
向交往，希望讓我們的年輕人有一個不
一樣的未來。
江宜樺指出，他們的交流項目主要集中

在政治、經濟、社會跟文化，而且也特別
重視年輕人的領導能力訓練；所以他們還
會在島內舉辦生活營隊、在國際也透過青
年領袖的訓練，讓他們跟其他地區的青年
領袖交流。希望他們跟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青年領袖交流，讓他們建立一個全世界的
連動脈絡、更具有國際觀，希望透過每年
這樣舉辦活動，能夠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
的年輕人，「他們就是我們（台灣地區）
未來的希望」。

■■江宜樺前日應邀出席在港活動江宜樺前日應邀出席在港活動，，並在致詞時介紹其籌組成立的並在致詞時介紹其籌組成立的「「長風文教基金長風文教基金
會會」，」，透過舉辦文化交流透過舉辦文化交流、、領袖訓練及論壇等領袖訓練及論壇等，，幫助台青連結國際幫助台青連結國際、、開拓視野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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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重慶合川的淶灘古鎮，
是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鎮，其
中千年古剎「二佛寺」更是遠
近聞名。據悉，二佛寺摩崖造
像正進行修復，高達12.5米的
主座佛造像將穿上「新衣」。
二佛寺始建於唐朝，有上千

年歷史，原名鷲峰禪寺，位於

合川縣淶灘鄉渠江西崖鷲峰山
上。建築群披山帶河，重巒疊
翠，飛簷翹角，隱現於雲煙之
中，蔚為壯觀。
合川區相關人士介紹，由於年

代久遠，受地質變化、黴菌繁殖
等影響，目前淶灘二佛寺摩崖造
像存在基岩裂隙、空鼓、破損、

滲水等不同程度的「病變」，亟
待進行系列保護工作。 距二佛
寺上一次大規模修繕，已過去
了近兩百年。為了讓這座千年
古剎重煥光彩，國家文物局補
助資金1,300多萬元人民幣用於
修繕工作，預計2019年10月將
完成所有修繕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元旦假期，清早起來，「80後」上班族
李志強便打開手機瀏覽信息。50多個微信
群裡有千餘條未讀信息，思考半個小時後，
他作出了一個決定：甄別微信群的價值，退
出部分群組，將自己的生活盡量從虛擬網絡
中剝離出來。
「有時被莫名其妙拉入一個群，收到的
全是無效信息。礙於面子，每天只能潛水，
任由未讀的小紅點停在那裡。」李志強說，
這種現象持續了好幾年，但總會因為擔心錯
過重要信息而留在群內。

紅包吐槽行銷引反感
然而，最近發生一件事讓他「幡然醒
悟」。在一個微信群裡，他對某一現象表達
了自己觀點，沒想到引起數位群友的爭議。
在他們爭論的同時，仍有潛水者不斷拋出小

廣告和勵志語錄以及各種搞笑段子。於是，
經過篩選，李志強退掉了30多個微信群。
同樣因為不堪肆意打擾退群的還有張國

利，作為甘肅省一家高校的青年教師，他認
識的人多，圈子也廣，於是他熱心地組建了
一個創新創業工作群。「原本想借助群發佈
有用的政策信息，組織收聽微課，交流創新
創業工作，但沒想到，每天只要一發信息，
就會被群友索要紅包。如果不發，就會引發
各種吐槽和語音轟炸。還有人剛一入群，就
迫不及待地行銷，這完全違背了我當初組群
的意圖。」張國利最後解散了這個群。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文宏認

為，網絡社交帶給人們便利的同時，也會帶
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花費在手機聊天方面
的時間太多、各種形式的攀比干擾了現實生
活。 ■新華社

當年四川地震後，根據上級衛生主管部門的
統一部署和安排，台州醫院接收了20名來

自四川地震災區的受傷同胞，蒲小雨左腿傷重，
在當地醫院做了截肢手術後，隨同傷員包機一起
來到浙江接受後續治療。在台州醫院護理近兩個
月，順利裝上了義肢，一步一步地重學走路。經
過積極的治療和心理輔導，小雨達到了衛生部地
震傷員出院標準，經過省衛生廳同意，2008年7
月26日，小雨和其他傷員一起返回四川老家。

震後餘悸致寡言醫護愛心助恢復
因地震陰影揮之不去，初到醫院的小雨不喜言
談。醫生護士們為開導他，常抽空帶小雨出去
玩，還特地把家裡年紀相仿的孩子帶過來陪小雨
一起玩。小雨生日近了，醫護人員帶着他到公園
過生日，從沒見過大海的小雨真是開心壞了，他
開始和其他頑皮的孩子一樣綻開笑容，根本忘記
了自己少了一條腿。
出院時，小雨落淚了，他說，等自己長大了一
定要再來台州醫院看看叔叔阿姨。

2017年 12月 29日晚，一條「@小雨，十年
了，你還記得台州醫院的叔叔阿姨嗎？」的微信
在朋友圈裡傳開。四川省殘聯和民政部門得知
後，對照尋找，很快聯絡上了小雨。小雨聞訊出
發，微信發出第二日便趕到了浙江。

一別十年相聚遲 再見仍存當年情
1日上午，小雨一來到台州醫院骨科分部的見

面會現場，就被眼前的一幕幕感動了。
投影上不斷滾動播放着10年前小雨在台州醫院

治療期間的各種照片，會場上面大紅的橫額寫着
「十年約定再相聚」格外顯目，粉紅色的氣球掛
着小雨的照片，一曲《剛好遇見你》的音樂縈繞
四周。小雨和女友走到會場中間，向在場所有人
深深鞠躬致謝，並將一面寫有「十年約定、感恩
在心」字樣的錦旗送給台州醫院骨科分部。
「假如沒有當年台州醫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的關心，可能就沒有今天陽光自信的我。這一份
感恩在我心裡藏了很久很久。」小雨在現場動情
地說。

中國知名二手車線上拍賣平台天天拍
車昨日發佈了《2017個人賣車大數據報
告》。「限遷破冰」、「二手車年輕
化」和「『90後』賣車」成該年度二手
車關鍵詞。根據報告，北京、浙江、天
津、安徽和四川二手車轉籍最活躍。
「80後」車主依然是當仁不讓的賣車主
力（45.2%），但是一大波「90後」不僅
已經擁有車，甚至已開始賣車，佔比達

2017賣車車主總數的12.1%。
這份年度大數據報告還統計了年度四宗

「最」：一輛來自成都的本田飛度，上架
僅十六小時就賣掉，成為年度成交時長最
短的二手車；一位南寧的經銷商拍到了一
輛來自瀋陽的日產天籟，兩地相距超過三
千公里，成為了年度賣車距離最遠的跨區
域交易；年度最年輕的二手車，是一輛來
自上海的豐田銳志，上牌七天就在天天拍

車平台上成交；年度成交最短里程二手車
是一輛來自蘇州的大眾途觀，只開了三十
八公里就被賣掉了。
據悉，在限遷解禁政策的帶動下，二

手車車齡明顯「年輕化」。報告顯示，
2017年度有超過一半的二手車車齡不到
七年。其中，三年以下車齡的二手車佔
比為 15.8%，三至五年車齡的佔比
20.1%，五至七年車齡的佔比21.9%，七
至十年車齡的佔比23.9%，十年以上車齡
的佔比18.3%。 ■中新社

「「小雨小雨，，終於又見到你了終於又見到你了。」。」11月月11日日，，在浙江台州醫院在浙江台州醫院

骨科分部骨科分部，，王章富王章富、、程鳳敏程鳳敏、、韓丹丹等醫護人員再次見到了韓丹丹等醫護人員再次見到了

闊別闊別1010年的蒲小雨年的蒲小雨。。20082008年四川地震後年四川地震後，，台州醫院接收了台州醫院接收了

2020名受傷同胞名受傷同胞，，歲數最小的是來自四川省德陽市的蒲小雨歲數最小的是來自四川省德陽市的蒲小雨，，

也是該批傷員中唯一的截肢傷員也是該批傷員中唯一的截肢傷員，，小小年紀便失去左腿小小年紀便失去左腿，，引引

人生憐人生憐。。台州醫院醫護人員全力恢復小雨的身心健康台州醫院醫護人員全力恢復小雨的身心健康，，讓他讓他

深受感動深受感動。。十年後十年後，，已長大成人的小雨不忘醫恩已長大成人的小雨不忘醫恩，，攜女友回攜女友回

院感謝醫護人員院感謝醫護人員，，場面溫馨場面溫馨，，催人淚下催人淚下。。 ■■《《錢江晚報錢江晚報》》

■■蒲小雨與醫蒲小雨與醫
護人員擁抱護人員擁抱，，
現 場 氣 氛 感現 場 氣 氛 感
人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耗資過千萬 渝千年古剎「二佛」穿新衣

個人賣車大數據出爐 二手車年輕化

川震截肢男孩感恩川震截肢男孩感恩
1010年後攜女友謝醫護年後攜女友謝醫護

■該寺高達12.5米的主
座佛造像。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蒲小雨（右三）和女友（右四）向
醫院骨科分部贈送錦旗。 網上圖片

無效網絡社交擾年輕一代

■幸得身邊
一眾家人和
醫護人員細
心愛護，小
雨現已恢復
身心健康。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