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文昨日下鄉輔選首站選在南

投縣，有200餘人在場外抗議，警方重重戒備。南投縣是國民黨

主席吳敦義的故鄉，吳敦義曾經擔任過南投縣長，外界解讀此為

「兩黨主席對決」。對此，吳敦義13日回應，他相信選址南投並

不是蔡當局的下馬威，國民黨有在野經驗，很早就開始輔選，在

野黨更要認真輔選。另外，他還強調，執政黨應好好拚經濟、兩

岸和平、社會和諧等，而非清算他人、搞詭計。

蔡英文昨日南下為南投縣長參選人
洪國浩站台。民進黨內指，2018

年地方大選，蔡英文首場造勢選南
投，顯示出民進黨高度期待「這是藍
天變綠地重要縣市」。蔡英文所到之
處，有抗議團體「拔菜總部」、南投
縣退休公教人員協會等200餘人，不斷
以擴音喇叭、高音汽笛抗議，還有民
眾帶來空心菜現場踩踏。由於警方早
已在周邊安置大批人力，如臨大敵，
當日並未發生嚴重衝突，僅有一名遭

台中市府拆除房屋的男子試圖拿陳情
書要給蔡英文。

在野黨需制衡批評
國民黨13日舉行蔣經國逝世30周年紀

念大會，出身南投的吳敦義會前受訪，
被問到蔡英文輔選第一站到南投是下馬
威？吳敦義說，沒什麼下馬威，蔡英文
各縣市都會跑，就像他也是到處輔選，
這很自然，不可能他到蔡英文的出生地
就說是踢館或下馬威。

吳敦義表示，執政黨要找出問題所在，
拚經濟、兩岸和平和廉能有為的管治，
如果不把這些作為目標，每天清算別人，
就不是正常、正派經營的執政黨；另一
方面，如果在野黨都很鬆懈，不制衡批

評，也違背在野黨責任。
2014年南投縣長選舉，國民黨候選

人林明溱以5,642票差距擊敗民進黨候
選人李文忠；林明溱去年也已獲國民
黨提名將尋求連任，對決洪國浩。

吳敦義：兩岸和平才是正派執政黨所為
蔡英文輔選首場造勢選南投 逾200人場外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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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通過特定設
備檢測和分析基因信息，提前預知身體患疾病
的風險，通過優化好基因，修護壞基因，避免
或延緩疾病的發生，這種基因預防醫療方式，
正在成為兩岸醫療合作的新領域。台灣安法抗
衰老醫療集團創辦人王桂良強調「醫未病」的
概念，「以往，醫療重點是『醫病』，等到生
了病，才針對疾病做治療。現在，醫療的重點
是『醫未病』，先了解身體機制本質——基
因。」
近日，王桂良在台北舉辦新書《做基因的智

者》發表會，他表示，基因預防醫療在世界方
興未艾，台灣醫療、生物科技業者在這一領域
有一定的優勢，希望兩岸醫療機構積極合作，
讓兩岸民眾受益於先進的健康管理科技。
在王桂良看來，「基因資訊時代」已經來

臨。他表示，人類基因圖譜已完成初步定序，
破解了基因遺傳密碼，基因資料庫的建制、基
因大數據的收集，更強化了基因與精準醫療、
預防醫療的全方位研究與發展。

健康管理系統化
他舉例說，人們可以通過基因檢測解密每一

個人獨特的生物特徵，精準判讀後，從日常飲
食、營養、生活方式和內分泌去改善、優化基
因。過去的20多年裡，王桂良帶領的團隊建
立了一套健康管理方法，近年來，他更積極結
合科技大數據，期望讓健康管理更加科學與精
準。
在王桂良看來，台灣業者都非常看好大陸市

場，「隨着大陸經濟迅速增長，在高端醫療市
場的需求會越來越大。」王桂良介紹說，「台
灣的基因預防醫療起步較早，在醫療技術、服
務模式上都有較為深厚的積累，而大陸資本雄
厚，雙方可以共同開拓醫療合作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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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寒流來襲，全台多地低
溫創入冬以來最低紀錄，嘉義清晨6點現4.7度，是全台
平地最低溫。根據台灣地區農委會統計，截至13日下午5
時，農業產物估計損失3,045萬元（新台幣，下同），約
合港幣790萬元。
冬季低溫造成大量農業損失。台灣地區農業主管部門新

聞稿表示，自1月8日寒流來襲開始，截至13日下午5時
止，農業產物估計損失計3,045萬元。
該部門並表示，高雄市損失2,011萬元（佔66%）、台

南市損失919萬元（佔30%）、嘉義縣損失70萬元（佔
2%）、新竹縣損失45萬元（佔1%），較為嚴重。

台農業寒害損逾79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1月13日是已故台灣地區前領導人蔣
經國逝世30周年紀念日，國民黨規
劃了系列紀念活動，藍營政要紛紛
出席。據島內媒體《中時電子報》
報道，在13日上午舉行的紀念大會
上，國民黨現任主席吳敦義，前主
席連戰、吳伯雄、馬英九、朱立
倫、洪秀柱，以及前島內立法機構
負責人王金平等要角齊聚，營造大
團結氣勢。然而，據《中時電子
報》報道提到，現場唯獨不見任何
蔣家後代參與活動。
吳敦義在致辭時提及希望民眾給國

民黨機會，在年底地方選舉勝選，並
在2020年推出最有能力、最忠貞的
同志贏回島內執政權。

強調堅決反「台獨」
另外，他還表示，蔣經國勤儉愛

民，樂於傾聽各地民眾的建言，常是
穿着一襲夾克就深入基層，到高山、
海邊及部隊，也熟悉各種行業形態，
種種行為都引領島內政壇的新風貌，
因此值得大家永遠尊敬與懷念。
藉着回憶蔣經國開啟兩岸和平穩定發

展新頁的成績，吳敦義強調，兩岸同為
中華民族，在中華文化連結下，要維持

兩岸和平穩定發展，堅持反對「台獨」
的決心，就是建構兩岸永續和平穩定發
展最重要的基礎。
今天的紀念活動邀請了島內正音幼

兒園合唱團，演唱「當我們同在一
起」等歌曲，與會民眾手持蠟燭電燈
揮舞，氣氛溫馨。演唱結束後，合唱
團小朋友齊聲高喊：「經國爺爺我們
想念你。」
除了黨內政要現身紀念活動之外，

藍營民意代表王育敏、李彥秀、費鴻
泰也出席了紀念大會。同時，國民黨
方面還邀請了曾任蔣經國侍從官的翁
元、官邸廚師李福平等人與會。

蔣經國紀念會未見蔣家後人

■■蔡英文至南投市中興新村為蔡英文至南投市中興新村為
洪國浩造勢時洪國浩造勢時，，民眾在場外踩民眾在場外踩
空心菜抗議空心菜抗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日的紀念大會上，嘉賓點亮手中的電子蠟
燭，共同緬懷台灣地區前領導人蔣經國。中央社

在本還是嬰孩時，一位美國人就
把他從中國的孤兒院帶到美

國。儘管生活並不富裕，有母親和
另外兩位被收養的姐姐的關心，又
有籃球的陪伴，本很少想起關於自
己曾是孤兒的事。

被校隊拒絕 瘋狂苦練
本與籃球的緣分起始於社區籃球
場。劍橋是座籃球氛圍濃厚的城市，
有眾多塞爾特人的球迷，社區裡也到
處都是籃球場。一次，本跟姐姐偶然
來到一片社區籃球場，社區裡的人不

但沒有排斥這個獨臂少年，還鼓勵他
一起打球，這讓本從此愛上了籃球。
剛上六年級時，本申請加入校籃球

隊，因為身材瘦小以及不完整的右
臂，他遭到了拒絕。
「他沒有放棄，他的生活裡都是籃
球。」本的姐姐回憶，「所以他開始
更加瘋狂地練習，常常一整天時間，
他都待在籃球場上。」

發揮穩定 終成主力
經過一整年的苦練，本在七年級時

進入了校隊；到八年級，他逐漸得到

了出場機會。汗水和努力使這位獨臂
華裔少年開始閃光。
他所在的Cambridge Rindge & Latin

是馬薩諸塞州的一支傳統強隊。1979
年到1981年之間，他們曾三度奪得州
冠軍頭銜。在代表Cambridge Rindge
& Latin對陣Bedford的比賽中，本投
進了 8記三分球，全場比賽得到 32
分。《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對此描
述道，「對方球員和教練都看得目瞪
口呆。」這樣的表現並非偶然，那場
比賽後不久，本在另一場比賽中又命
中了6記三分。

憑着穩定的發揮，本在高一就坐穩
了球隊首發後衛的位置。正如他的隊
友所說，本之所以能在球場上贏得對
手的尊重，並不是因為他缺失的右
臂，而是因為他的努力。
在本的心目中，最大的籃球偶像就

是林書豪，因為他是如今能在NBA站
得住腳的華裔球員，林書豪經歷的起
伏磨難，也是本前進的動力來源。
他說，「我已經很感恩自己能聽能

說、能跑能跳，我希望去激勵更多
人，告訴他們『一切皆有可能』。這
也是籃球傳遞給我的精神。」

八塊距今1.25億年—1.6億年的恐龍和鳥化石輾轉自
歐洲回到故鄉遼寧，並於昨日正式落戶遼寧古生物博物
館，地質古生物學界多位院士、專家和有關部門人員共
同見證了這一時刻。這八塊化石包括七塊帶羽毛恐龍化
石和一塊原始鳥類化石，均產自遼西的燕遼生物群和熱
河生物群，後因種種原因流失海外。
2017年1月，法國化石收藏家艾斯奎里先生委託比利時

恐龍學家哥德弗洛伊教授向中方表示願將他們在歐洲收集
和研究的這八塊化石標本無償贈送給遼寧古生物博物館。
經國土資源部批准，在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國家古生物
化石專家委員會辦公室和瀋陽海關的大力協助下，遼寧省
國土資源廳日前將這批化石順利自歐洲運抵遼寧。
據介紹，有關鳥類起源問題，國際學術界已爭論了

100多年，但以往這些爭論都缺少化石證據。自1996年
起，中國帶羽毛恐龍「中華龍鳥」「尾羽龍」「小盜
龍」，特別是「赫氏近鳥龍」等化石的發現，終於為鳥
類起源於獸腳類恐龍的假說提供了新的重要證據，為解
決鳥類起源問題作出了世界性貢獻。「此次返鄉的8塊
化石就屬於對研究鳥類起源以及恐龍和鳥類之間進化關
係具有重大意義的化石。」著名古生物學家孫革教授
說。 ■新華社

在山城重慶，一些老城地形特殊，
石梯、台階、青石板路眾多，現代機
械無法運輸貨物，而單靠人力又無法
滿足搬運需求，於是山城「馬幫」就
應運而生，63歲的雷德中就是「馬
幫」之一。不過雷先生說，隨着城市
現代化進程加快和老城改造步伐增
快，馬幫生存空間日漸收窄，是傳統
運輸中日漸消逝的產業。
在重慶東水門大橋南岸橋頭，順

着梯坎往下走 131級階梯就是下浩
老街。雷德中趕着一匹正值壯年的
公馬，馱着滿滿兩袋黏土往返於橋
頭和老街的工地之間。馱運的馬匹
名字叫白海蒂，10 歲，體重 800
斤。體型雖不大，但很健壯。「家
裡共有4匹馬，活不多的時候可以
兩兩輪換休息。」

與馬同行
雷德中介紹，現在重慶用馬拉東西的

僱主雖然少，但報酬不低，一個人一匹
馬，一天的報酬從600到1,000元（人
民幣，下同）不等。雷德中說，牽馬做
馱運也講究天氣，這季節的晴天最好。
下雨天石板路太滑，怕扭傷馬腿。馬也
不能經常淋冷雨，那樣容易感冒。
都說上山容易下山難，馬背着幾百

斤重物下階梯也要悠着走，下陡坡時
雷德中要走在馬後面，不時扯着馬
尾，讓馬斜着往下走。馬蹄顫顫，不
時要踩空、調整。下完階梯走一段平
路，再上7步階梯，單邊耗時5分鐘左
右到達卸貨點。
從早上7點開始馱運，近十個趟次

下來，馬身上的汗水已經將毛髮浸

濕，雷德中的汗水也冒上額頭。大約
一刻鐘走一循環，一天大約40趟，8
噸左右的土方或石料就從一個地方挪
到了另一個地方。
如今，重慶市民已經甚少見到用馬匹

馱運貨物，當日路人紛紛駐足拍照，鏡
頭裡一人一馬爬坡上坎，馬蹄發出噠、
噠、噠的響聲，叩着老街的青石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獨臂華裔籃球少年
三分投籃感動美國

全場命中8記三分球，得到32分……如此亮眼的數據，來自一位名叫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的15歲華裔少年。更令人驚歎的是，這位身高剛剛170cm的黃皮膚球員，只有一

隻完整的手臂。他說，「在美國，很多人認為亞洲人不適合打籃球，更不要說只有一隻手臂

的球員。但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在和我交手之後都會驚歎不已。」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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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陡坡時雷德中要走下陡坡時雷德中要走
在馬後面在馬後面，，不時扯着馬不時扯着馬
尾尾，，讓馬斜着往下走讓馬斜着往下走。。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運到目的地後，雷德中手拉繩索，
將土卸下。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賽場上的本賽場上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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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了本學會了
用殘缺的右用殘缺的右
臂運球臂運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本與愛他的家人本與愛他的家人。。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