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入冬最強寒流昨天持續發威。一周以來，強

勁的寒流奪走了不少人的性命。僅台北市消防局提供的資料就顯示，自1月29日起至2

月4日，已造成50人死亡。其中僅2月3日就有10人懷疑天冷猝死。 台氣象部門提

醒，民眾應做好長期保暖禦寒工作，使用熱水器注意通風，心血管疾病患者或年長者

留意身體狀況，農漁養殖業則要嚴防寒害。

據介紹，因阻塞高壓擋住
氣流，冷空氣變厚往南

竄，冷氣團強度在3日增強為
寒流，估計2月7日白天起才
會逐漸減弱，強冷空氣影響
台灣時間前後達10天。天冷
也造成部分民眾身體不適，
北市3日當天有10人疑似因
天冷而猝死。

實際死因須由院方判定
根據台北市消防局提供資

料顯示，統計自1月29日起
至昨天為止，因內科疾病送
醫但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OHCA）人數，共計有50
人。消防局說明，上述內科
OHCA民眾是否因天冷而猝
死，實際死因仍須由醫院方
面判定。
入冬以來最強寒流持續發

威，全台各地及澎湖、金
門、馬祖出現 10 度以下低

溫，合歡山、玉山、太平山
等地都下雪，湧入賞雪車
潮。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
巡官林勁元表示，這兩天剛
好是假日，湧入賞雪車潮，
車子打滑事故不斷。
海拔約2,000米的太平山森

林遊樂區從3日凌晨3時到昨
天持續降雪，太平山莊積雪
厚度最深約8公分，景色一片
雪白。海拔約1,200米的宜蘭
縣大同鄉南山村3日深夜起也
下雪，飄起片片雪花。
新竹縣尖石鄉後山的司馬

庫斯等部落，3日下午接連飄
雪，讓當地部落居民與上山
遊玩的民眾興奮不已。昨天
凌晨雪勢停止，道路沒有積
雪，樹上的霧凇開始融化、
掉落路面。警方提醒，民眾
賞雪須注意行車安全。各地
會視狀況評估是否道路管
制。

A18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宋嘉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

台北５０人疑因天冷猝死
受寒流持續影響 賞雪車潮事故不斷

國航加開渝至台航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際航空

公司重慶分公司透露，2月11日至15日（即農曆
臘月廿六到除夕），該公司將連續5天加開從重
慶到台灣的航班。國航重慶分公司相關負責人介
紹，這5天，重慶到台灣的航班將在原來每天１
班的基礎上，再每天加開１班。此次加開的航班
將全部由寬體飛機執飛，載客量較大。
重慶是大陸中西部最大的台商台胞聚集地之一。

該負責人表示，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加開
航班是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台灣同胞返鄉高峰，讓
台灣同胞能順利返回台灣與親人團聚過春節。
由於台灣當局以大陸東方航空公司、廈門航空

公司使用M503航線及其連接線為由，拒不核准
兩航空公司春節加班計劃，東航和廈航不得不於
1月30日宣佈被迫取消176班春節兩岸加班機。

漁船走私逾噸毒品
涉案船長羈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檢警、海巡2
日在高雄外海查獲一艘漁船走私毒品，起出K他
命（指氯胺酮（Ketamine），俗稱K仔、K粉，
編者註）總重1,289.6公斤，市價新台幣30多億
元（約合港幣7.98億元）。檢警證實本案是台灣
最大宗海上K他命走私案，已逮捕陳姓船長及5
名印尼籍船員，檢方聲押陳姓船長獲准，5名船
員責付仲介。
高雄警方獲悉有販毒集團欲利用海上走私毒品

來台，於是報請雄檢指揮警方及海巡成立專案小
組展開偵辦。據查，東港籍漁船「升利滿」出港
頻率過低，十分可疑。專案小組人員漏夜在漁船
冰櫃底部夾層查獲高純度K他命126袋，總重
1,289.6公斤。
雄檢檢察官顏郁山昨天偵訊後認為，陳姓船長運

輸毒品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其餘5名印尼籍漁工則裁定責付仲介。全案將繼續
追查毒品來源及是否還有其他犯罪嫌疑人。

「因為政治上的
理由來傷害台商的
感情，是一種非常

不理智的行為」。3日，江蘇省蘇州市台
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簡稱「台協
會」）會長高國倫對記者說道。1月31
日，台當局拒批准兩岸春節加班機，令
大批在陸台商陷入「返鄉難」。蘇州市
台商座談會上，廣運機電董事長謝清福
提出了「我在蘇州過年也挺好」的議
題，建議政府和台協會一道為滯留的台

商們組織年夜飯、新春登高等活動。
當晚，蘇州市台協會舉辦了一年一度

的台商新春聯誼會。在蘇州生活、發展
的台商們齊聚，一同分享一年的收穫與
喜悅。晚會上，「你買到回台灣的機票
了嗎？」成為流行的問候語。有台商借
用余光中的詩句感歎：「鄉愁是一張窄
窄的機票，我在這頭，親人在那頭」。

「可邀親人登陸過年」
「早就買好了票的，卻眼睜睜看着航

班不見了。」上陽資本董事長潘余仁的
語氣中充滿了無奈。
高國倫介紹，在蘇州發展的5萬多名台

商中，至少三分之一受到了影響。「我到
蘇州12年了，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碰
到。沒有辦法回家過年，對台商情緒上是
一個非常大的傷害；現在即使能買到票，
票價已經是平常的4倍之高。因為政治上
的理由來傷害兩岸同胞的交流以及台商的
感情，是一種非常不理智的行為。」
蘇州市台商座談會上，廣運機電董事

長謝清福提出了「我在蘇州過年也挺
好」的議題，建議政府和台協會一道為
滯留的台商們組織年夜飯、新春登高等
活動，正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昆
山市台協會會長宗緒惠表示：「如果我
們不能回去，為何不試着邀請台灣的親
人們過來大陸過春節呢？說不定這也是
個讓家人了解大陸的好機會」。蘇州市
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楊軍透露，針對滯
留台商們的春節活動正在積極籌備中。

■中新社

「此心安處是吾鄉」：蘇州台商「出招」解鄉愁
�&

■■連日大雪連日大雪，，合歡山上下坡路佈滿破碎冰面和厚重合歡山上下坡路佈滿破碎冰面和厚重
雪堆雪堆，，警方協助上百輛車脫困警方協助上百輛車脫困。。 中央社中央社

■■走私毒品漁船走私毒品漁船。。
中央社中央社

「春節賞燈」自古有之，一場含逾200組彩燈的燈
光嘉年華，近日在陝西韓城正式拉開帷幕。精美的
傳統燈飾，絢麗的現代光影藝術，多彩多姿的「一
帶一路」風情，盡在「燈光」中。來自烏茲別克斯坦
的留學生表示，燈展非常震撼，不僅是一種視覺上
的享受，同時也能學到很多中華傳統文化和典故。

迎新春展盛世華章
此屆燈光藝術節從2月1日持續至5月19日，主

辦方精心打造了新城、古城、澽水河、文史公園
四大板塊，共展出各類燈光作品逾200組。這些
充滿「一帶一路」元素的燈光作品，通過燈飾亮
化、彩燈作品、3D光影秀、互動娛樂等形式，展

現具備科技感的絢麗燈光藝術。
展出作品中，國家文史公園板塊佈設的大型燈
組《盛世華章》尤其引人注目。該燈組高22米、
長70米，用6個象徵歷史車輪的圓形浮雕場景及
各時代極具代表性的工藝品和各種創造發明，向
大家展示了秦、漢、唐、明、清（康乾盛世）以
及當代中國的繁盛。燈組中間重點佈設了大禹治
水開鑿龍門的場景，象徵中國人民用雙手和智慧
創造美好生活的精神，上面環繞騰飛的巨龍也象
徵着盛世的到來。各場景之間以祥雲相連，在燈
組周圍佈設象徵和諧美好的荷花燈和寄托美好祝
福的祈願燈，配上動感絢麗的燈光，讓人沉醉其
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陝西韓城報道

整體盤點去年各類熱門圖書的關注數
據發現，最受關注圖書前二十名呈

現出兩個特徵：一方面，「名著」依舊霸
榜，除「四大名著」之外，《本草綱目》、
《天龍八部》、《金粉世家》等也榜上有
名。另一方面，因改編影視劇的帶動，
《人民的名義》、《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我的前半生》等原著伴隨影視化作品的
熱播，位列此次最熱圖書排行榜前列。

傳統經典 常年高熱
2017年的閱讀數排序還統計了含有

「不限播出時間的影視劇 IP 原着」
（「IP」指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識
財產，編者註）的相關文章，靠前的作
品基本集中於常年高熱的傳統經典類，
如「四大名著」、《平凡的世界》、
《天龍八部》、《白鹿原》等，它們牢

牢佔據着「2017年最熱圖書IP」總榜前
10的地位。其中「四大名著」的閱讀量
甚至佔據了榜單總閱讀量的四分之三，
其關注度遠超排名十至二十位的熱門網
絡小說IP。
上述傳統經典類「超級IP」，出版時

間較早，許多不止一次被改編成影視作
品，如《天龍八部》，因多年來改編版
本繁多，關注度高居第六。

重慶中山古鎮第十三屆
「千米長宴」民俗文化節3
日啟動。古鎮居民在一千多
米長的老街上擺下近800桌
美食，以傳統的方式與3萬
多名遊客共迎春節。
該鎮古時曾是商貿繁榮的
碼頭，春節前，古鎮居民習
慣沿街設宴，為一些來不及
回家過年的商販、挑夫提供
免費吃住。由於古鎮街道長
度超過千米，「千米長宴」
就由此得名。
2005年，在古鎮居民的聯

名倡議下，中山古鎮恢復了
「長街宴」傳統，舉辦首屆
「千米長宴」。春節前夕的
周末，家家戶戶在門口青石
板街道上，一桌接一桌擺下
自家精心烹飪的飯菜，既招
待自家客人，也邀請遊客品
嘗。
古鎮居民李春梅一早就起
來準備臘豬蹄、香腸等本地
特色食材。她的小餐館今天
一共開出45桌，幾天前就已

經訂滿。熱氣騰騰的石板糍
粑、夾沙肉、燒白、醪糟湯
圓等當地特色菜被端上餐
桌。遊客漆守會說，這些以
前過年才能吃上的好東西，
讓她在古鎮找回了記憶中的
年味。 ■新華社

甘肅省蘭州市一對退休姊妹李麗、李
霞，共同創辦了皮具手作工作室，指導顧
客設計、製作皮具，吸引了不少年輕人喜
歡。「稍大些的手提包、背包，在我們指
導下，顧客三四天就能做好。」李霞說。
手工製作皮具從打版、裁皮到定位、縫

線都不簡單。去年秋，退休的二人決定蘭
州市城關區「C—Work」眾創空間創辦工
作室，希望把父親年輕時的手作皮具技藝
「撿」回來。
李霞說，工作室選用的牛皮、羊皮等均
用「更環保、更柔軟、更有紋理」的植物
鞣製，整個過程需要三四個星期。記者採
訪時，店內顧客南化成正在學習，他說，
他和女朋友快結婚了，希望為她做些有意
義的事。
創業再出發，李霞女兒大力支持，曾多
次從外地蒐羅砂紙、打磨機等用具，還在
社交媒體上大力宣傳母親的新事業，讓李
霞充滿信心。 ■新華社

■李麗（中）和李霞（右）在工作室指導顧客
製作皮具。 資料圖片

■一桌桌美食「接龍」安放在
古鎮的青石板老街上，讓當
地人與遊客得以一同大快朵
頤。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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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頭條文化頻道聯合

頭條指數近日對去年今日

頭條用戶閱讀行為的相關

數據進行統計，共同發佈

「2017年度今日頭條用戶

閱讀興趣大數據」。數據顯

示，閱讀口味方面，「名

著」依舊霸榜，其中「四大

名著」（《三國演義》、《西遊

記》、《水滸傳》及《紅樓夢》

閱讀量達3億，佔據榜單

總數四分之三。另一方

面，因改編影視劇的帶動，

網絡小說原著也熱度可觀。

■央廣網

■■電子閱讀的時代電子閱讀的時代，，
「「四大名著四大名著」」仍十分受仍十分受
歡迎歡迎。。圖為內蒙古呼圖為內蒙古呼
和浩特市的和浩特市的2424小時自小時自
助圖書館內助圖書館內，，民眾手民眾手
捧電子閱讀器捧電子閱讀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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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千米長宴」
800席珍饈喜迎客

陝西古城逾200彩燈迎新春

■本屆燈光節最大
燈組《盛世華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攝

四大名著狂捲3億閱讀量
壟斷地位無可撼動

■■中國四大名中國四大名
著著：《：《三國演三國演
義義》》、、《《西遊西遊
記記》》、、《《水滸水滸
傳傳》》及及《《紅樓紅樓
夢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