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1小時4次5級震
密度46年來首見 昨下午餘震達62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東部海域前晚連續發生多宗有

感地震，其中花蓮地區前晚發生5.8級地震，主震前就已有5宗有感地

震、主震後至昨日下午又發生62宗餘震，總共發生68宗有感地震，氣象

部門地震中心代理主任陳國昌表示，昨天有4宗5級以上的地震在1小時

內發生，這是自1972年有精密觀測儀器至今，花蓮地區首次出現1小時

內連續發生5級以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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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逾年半 核二廠2號機申重啟

否認黨內對立
朱立倫勉新人投入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
黨「立委」吳志揚昨天表示，不參選桃園市
長，原因是父親吳伯雄極力反對，且桃園市
長鄭文燦這幾年的經營，國民黨大概「無人
望其項背」。
另一名有意爭取中國國民黨桃園市長選舉

提名的「立委」陳學聖表示，吳志揚宣佈不
參選，桃園市的局勢可能更明朗，加速黨內
整合，未來黨部辦理初選，他將全力以赴，
該戰就戰。

擔心被貼家族化標籤
吳志揚接受廣播節目《POP搶先爆》專訪

時表示，不參選桃園市長最主要的原因是吳
伯雄極力反對，而他也不希望讓吳伯雄身體
再出狀況，且家族從政不為名利，是為了留
個好名聲，不要再去跟人家爭什麼。吳志揚
說，他擔心桃園市長選舉，再由他出來選，
不只自己恐被貼上家族化的標籤，同時也無
法讓黨內有新陳代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朱立倫昨日
到高雄、屏東走訪農產運銷合作社，並聽取農
民對有機農產作物拍賣的意見。對於外界指中
國國民黨有「兩個太陽」之爭，新北市長朱立
倫昨日表示，國民黨現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陽
光，不管是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或是其他同志都
要多努力，盼黨充滿陽光。
有媒體報道指，「立委」蔣萬安不參選台北
市長，是因為吳敦義和朱立倫之間角力。朱立
倫面對媒體問到黨內「兩個太陽」的問題，重
申絕對是謠言，不過他還是要鼓勵國民黨的新
生代、有志之士投入選舉，至於在爭取提名的
過程中仍要以黨的團結、勝選為努力目標。
吳敦義昨日參加三重區獨居長者歲末餐會，

與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未能碰面，媒體詢問是
否有意錯開？吳敦義說，那有什麼關係？每個
人都有個人的行程，哪有什麼可挑剔的？對於
他與朱立倫的「兩個太陽」之說，吳敦義表
示，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稱父親極力反對
吳志揚棄選桃園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電
力公司昨日宣佈，已向台「原能會」提出
將已停機約600天的核電二廠2號機組重
新啟動的申請。據介紹，核二廠2號機組
2016年5月大修後並聯發電，隨即發生跳
機事件，台電隨後修復，但因意識形態介
入，一直沒有運轉，至今停機超過600
天。按照估算，如果核二廠2號機組重新
啟動，有望增加3%的電力備轉容量率。

台電說，核二廠2號機組已完成大修，
該機運轉執照於2023年到期，台電按照
正常程序向「原能會」提出大修完成再運
轉的申請。台電強調，2025年「非核家
園」目標不變，核一、核二、核三各廠也
將於運轉執照到期時如期除役。

「非核家園」致嚴重缺電
民進黨當局上台後強行推動「非核家

園」能源政策，消減核電，導致島內嚴重
缺電，影響正常的生產、生活；而增加燃
煤、燃油發電，又致使台灣空氣污染加
重，引發社會強烈抗議，其能源政策陷入
惡性循環。當地媒體指出，特別是進入冬
季，由於嚴重的空氣污染，台灣的燃煤發
電廠紛紛被要求降載，致使電力備轉容量
今年1月一度降至3%左右，出現罕見的
冬季用電淡季缺電狀況。為此，台當局被

迫選擇「保供電」、「減空污」，不得不
考慮重啟核二廠2號機組。
台「原能會」昨日表示，已收到申請，
後續除針對申請進行審查，還將邀請專家
等組成項目視察團隊，用約1個月時間進
一步檢視機組整體性維護成效，以確認機
組現場狀態符合起動運轉的要求。此外重
啟核能還需要到台立法機構進行專案報
告。

花蓮地區自前晚開始「震不停」，先
是前晚9時12分，近海發生5.1級

有感地震，接續9時56分，再發生黎克
特制5.8級地震，美國地質調查推測這次
主震的強度為6.1級，日本氣象廳發佈為
黎克特制6.5級。該宗地震，全台震度最
大在花蓮太魯閣及宜蘭縣南澳5級。
這宗5.8級地震，讓位處震央的花蓮

人也受到驚嚇。接下來更是餘震不斷，
前晚10時10分、10時12分、10時13分
再發生黎克特制4.6級、4.3級及5.5級地
震。到了昨日凌晨0時54分、凌晨3時
30分和3時31分又再接連發生規模4.4
級、4.6級及4.3級有感地震。

蘇花公路落石險砸車
昨日下午1時許，一位網友在臉書社

團「爆料公社」貼出自己駕車行經蘇花
公路的片段，只見兩顆巨石連續從前方
滾落，讓他不禁寫下「還好平常都有燒
香拜拜」，網友紛紛留言「這我怎麼敢
開回去」、「走蘇花真的是拿生命在
走」、「嚇死了」。
昨日恰逢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蘇澳至東

澳段通車。蔡英文上午前往主持通車典
禮時說，蘇花改最艱難路段已克服，期
許施工團隊繼續努力完成其他路段，政
府也將持續改善東部交通。她也提到，
前晚連續地震造成蘇花公路落石，短暫
影響交通，感謝工作人員及時排除障
礙，恢復交通。
據氣象局統計，包括前晚5.8級大震

前後，由前晚9時12分開始截至昨日上
午8時為止，花蓮地區共發生50次3級
以上的有感地震，讓習慣地震的花蓮人
也感到驚訝。面對地震不斷，台灣各地
已召回快搜部隊整裝集結，應付可能出
現的災情。

■一位網友駕車行經蘇花公路時，差點
被巨石擊中。 視頻截圖

■■台灣東部海域前晚連續發生多台灣東部海域前晚連續發生多
宗有感地震宗有感地震，，新北市一個重達新北市一個重達22
噸的水塔噸的水塔，，疑似因地震而橫倒小疑似因地震而橫倒小
巷內巷內，，所幸無人受傷所幸無人受傷。。 中央社中央社

■周鄧紀念館獲捐的珍貴老照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大明 攝

聊起北大荒的話題，宛凌迅仍舊有些
激動，他說：「那時的北大荒雖說

荒涼，可它展現給人們的卻是一派大自
然的美景、一片無比神奇的沃土。」宛
凌迅坦言，他喜歡帶着照相機和畫筆到
寂靜的山谷中，體驗空靈和幽靜，感受
自然造化。

結識畫家 啟發靈感
宛凌迅說，小時候家裡有一台上海相
機，受哥哥的影響，自己也喜歡上了攝
影。於是下鄉時，宛凌迅把相機裝進了行
囊，並將大部分工資用來買菲林。回家探
親時，就自己在家裡將照片沖洗出來。在
農場生活工作期間，宛凌迅有幸結識了幾
個上海知青畫家，他們去野外寫生時，宛
凌迅就跟隨其後拍點兒什麼，畫家善於捕
捉自然的美，宛凌迅從中受到不少啟發，
更加深愛自己的攝影愛好。
宛凌迅至今仍依稀記得，田野上的小草隨

着陣陣春風不停地抖着，漫山遍野的蒲公英
一片金黃，到處散發着泥土和野草的芳香。
極目遠眺，在無邊無際平緩而略帶起伏的原
野上，鋪展着成片的橡樹林，不時也能看到
零星的白樺。宛凌迅回憶道，這景象像極了
俄國油畫大師列維坦的畫作。
返城後，宛凌迅進入了銀行工作，但對

攝影的喜愛有增無減，更訂過攝影雜誌以

研學攝影技術。攝影絕對是個費錢的愛
好，為了補貼其中的開支，當時已在銀行
工作的宛凌迅甚至需要在工餘時間打零工
增加收入。

精選作品 出版圖冊
退休後，宛凌迅將閒暇時間都投入到拍
攝《今日北大荒》的工作中。前段時間，

宛凌迅從上萬幅作品中精選出500餘幅，
陸續出版了《北大荒記憶》、《今日北大
荒依舊美麗》等7本圖冊。在宛凌迅看
來，北大荒和墾區的北大荒人一樣，有生
命、有靈魂、有情感。以往的歲月，人們
更多的是向它索取，而在物質極為豐富的
今天，人們更該欣賞它的粗獷、豪放，以
及那無限的柔情。

返城後，有一年大年初二，宛凌迅獨
自去了黑河遜克縣的大平台采風。在遜
克縣境內，正趕上大暴雪，司機想下車
考察路況，卻連車門都推不開。趕上這
場暴雪，別的乘客心急如焚，他卻暗自
高興，作為攝影師，他深知，經過這場
暴雪的洗禮和裝點，大平台會更美。
傍晚時分，總算到了目的地。第二天

沒等天亮，宛凌迅就披星戴月地出發
了。羽絨衣、羽絨褲很快被嚴寒穿透，
哈氣瞬間變成霜霧，面罩、睫毛掛滿霜
雪。村路上，積雪過膝，宛凌迅深一腳
淺一腳地艱難跋涉。那一天，他從旭日
東升，拍到日落時分。雙手凍僵了再
暖，暖了再被凍僵，雖苦不堪言，可他
卻樂在其中。「在水流平緩的河灣處，
岸邊的薄冰上結滿了大朵大朵的霜花，
散落有致，像一首首清新的冰雪小詩。
而霧氣籠罩的河道幽谷就是一幅氣韻生
動的潑墨寫意，大平台的冰晶雪掛的景
象真的太美、太讓人動情了……」宛凌
迅激動地說。 ■《生活報》

在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誕辰（3月 5
日）120周年前夕，坐落於天津的周恩來鄧
穎超紀念館獲捐一批藏於民間的珍貴文物資
料，其中由周恩來於1917年親自編纂的《南
開學校同學錄》距今已歷時百年，為首次面
世。據周鄧紀念館館長王起寶介紹，捐贈者
是周恩來就讀南開學校時的化學教師伉乃如
先生的長孫、中國化學試劑工業協會原名譽
理事長伉大器及親屬。伉家祖輩、父輩與周
恩來、鄧穎超均為好友。

記錄周恩來南開4年生活
1917年6月，周恩來以優良成績從南開學

校畢業，同時以「國文最佳者」獲得特別
獎。於是，大家推舉周恩來擔任總編輯，主

持編纂了（第十屆）《南開學校同學錄》，
收錄了全班28名同學的照片、小傳及評語，
並記錄了他們在校4年的學習、生活。周恩
來在《序》中勉勵同學，「此後天各一方，
卓立社會，有所建樹，發揚母校精神，齊心
一德，不負初志。」 《周君恩來》一篇則
記述：「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
而獨能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成斯績。殆
所謂天將降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者歟！」
此次獲捐的文物資料共19件（套），還包
括周恩來在南開學校參演新劇《仇大娘》的
劇照等，由於存世稀少，也具有較高的研究
和收藏價值。其餘文物則包括了1936年至
1984年周恩來、鄧穎超的照片及書信、物品

等。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迄今為止，周鄧
紀念館已收集到各類文物、文獻等近8,000
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大明 天津報道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新獲捐19文物

江西省德興市修理工徐衛水前日與孩子在「鋼鐵俠」前合影。據了解，徐衛
水耗時兩個月，將店裡用不上的排氣管、火嘴、油箱等3,000多件廢棄電單車
零配件拼成高2.5米、重約2噸的「鋼鐵俠」，讓廢舊品再現生命力，吸引諸
多民眾慕名前來圍觀。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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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的宛凌迅是黑龍江省哈爾濱一名銀行

退休幹部，當年高中畢業後曾下鄉去了嫩江

七星泡農場，直到1977年才返城回到哈爾

濱。那片留下青春記憶的黑土地，成了他魂

牽夢繞的地方。一直酷愛攝影的他一有空

閒，就去黑龍江各地采風。退休後，宛凌迅

割捨不下老知青的情結，50年不間斷地用相

機記錄下北大荒的變遷。 ■《生活報》

■■ 宛 凌 迅宛 凌 迅
5050年來不間年來不間
斷地用相機斷地用相機
記錄下北大記錄下北大
荒的變遷荒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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