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搜隊員：
樓層緊貼如三明治

香港文匯

報訊 綜合

新華社及台

灣 媒 體 報

道，花蓮6

日深夜發生的6.5級強震已造成17

人死亡，280人受傷。為期106小

時的搜救行動昨日上午10時宣告

結束，搜救人員在鳴笛兩次後向大

樓深深鞠躬，隨後撤出。2名罹難

陸客遺體遭大樑壓住，改由機具進

行拆除，為了遺體能完整保存，搜

救人員以五六層棉被、毛毯包裹遺

體，再用木板覆蓋防止受破壞，木

板也噴上紅漆作為辨識。

人力搜救停 機械拆危樓
2具陸客遺體仍未移出 擬從頂層開拆至三樓再挖擬從頂層開拆至三樓再挖

A21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李才瑛/謝宗興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旅館爆退訂潮 觀光業損失逾21億

截至昨日上午，入住雲門翠堤大樓漂
亮生活旅店的一家五口大陸旅客仍

有2具遺體未移出，但搜救人員清晨時分
發現有遺體被樓地板及大樑壓住，看得
到部分肢體露在樑外。此前移出的3具遺
體已確認為楊捷、丁守慧夫婦及兒子楊
浩然，丁文昌、何鳳華老夫婦目前尚未
移出。
經結構技師評估，該樑一旦破壞，大
樓恐會坍塌，危及救難人員的安全，若
要繼續堅持救出罹難者，遺體恐怕也無
法完整。
在接獲停止搜救命令後，奮戰100多小
時的搜救隊員們陸續撤出雲門翠堤大樓
現場。11時，撤離笛聲長鳴，搜救隊員
在大樓前列隊鞠躬，向這次地震遇難者
默哀致敬，也宣告人員搜索工作告一段

落。隨後，大型機械進場開始拆除。
「我們盡力做了，還是很遺憾。」花蓮
縣消防局局長林文瑞說，「我們一定盡最
大努力，讓遇難者能有一個有尊嚴的還家
路」。
他解釋說，評估決定，由頂層拆到三

樓再開始用小型工具挖掘，移動大樑，
送出遺體。「希望能在農曆春節前拆除
到三樓的地方。」

用棉被木板保護遺體
「撤出之前，救援人員把發現遺體的

位置用多層毛毯、棉被包裹並覆蓋木
板，避免在拆除的過程中遺體受到進一
步的傷害。」
「願他們安詳地一路好走。我們這一

次沒有搶救到人命，唯一能做的就是把
他們帶出來，保存好他們的遺體。」從7
日開始就在現場搜索的桃園特種搜救隊
分隊長楊肅強遺憾地說，「我們盡力盡
人事，但這次我們真的沒辦法扭轉命
運。」
當天上午，遇難的5名北京遊客的親屬

在花蓮縣政府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到
雲門翠堤大樓現場了解情況、致哀悼
念，並與花蓮縣政府協商相關事宜的處
理。花蓮縣長傅崐萁表示，經討論並獲

得家屬同意後，將啟用重機具，從大樓
頂端「洋葱式」拆除，希望能在大年初
一前清除完畢。
搜救人員隨後陸續撤出現場，並在大樓

旁鳴笛鞠躬，向不幸的罹難者默哀致敬，
也宣告為期106小時的搜救行動正式結
束。大鋼牙等大型機具隨即進場開挖，拆
除雲門翠堤大樓。
台灣土木技師公會常務理事莊均緯表

示，如果一切順利，正式開挖後，可能
也需要1周至2周才能完成拆除。
此次災情最慘重的雲門翠堤大樓共造成

14名人員死亡，其中9名為大陸旅客，包
括丁家5人，以及楊麗蓉、李楊琦、余
妃、韋嘉。
在記者會上，傅崐萁鞠躬，再次向包

括兩岸民眾、外籍人士在內的所有受難
者表達哀悼之情，對在受災過程中給予
的援手、支持和捐助的各界人士表示誠
摯的感謝。
「我們會努力完成重建，請大家能持
續關注花蓮，給我們力量。」他說。

今日舉行聯合公祭
目前，遇難的大陸遊客都有親屬來到

花蓮處理後事。花蓮縣政府決定於今日
舉行聯合公祭。此前，傅崐萁表示，將

對遇難者一視同仁給予撫恤慰問，並對
大陸對花蓮賑災的關心及大陸企業等捐
款協助表示感謝。
花蓮縣政府從9日開始拆除雲門翠堤

大廈之外的3座嚴重傾倒的危樓。傅崐
萁表示，希望在農曆大年初一前（2月
16日）完成危樓拆除，並會同檢調部門
逐樓拆除、逐樓取證，釐清責任、追究
到底。「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四棟危樓全
部清理完畢，以免對周邊造成更大的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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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度
假勝地花蓮地區因受地震影響，近日飯
店與車票都出現退訂潮。台鐵8日至10
日期間，每天有逾1萬張往東部的車票退
票。旅行業者則估計，地震至少讓當地
旅行產業損失80億元（新台幣，下同，
約合港幣21.3億元）產值。
台鐵表示，花蓮地震剛發生時，東部
幹線退票數確實較多，8日到10日東部幹

線退票數每天有逾1萬張，昨日稍微好
轉，估計之後退票數會持續下降。
此次地震有旅客入住旅店遇難，也對

當地住宿業造成嚴重打擊，因花蓮超過
八成的就業、經濟活動與觀光產業相
關，地震流失的觀光財不可小看。
花蓮縣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梁愛迪說，花蓮地區一般旅館房間數約
8,000間、民宿房間數約7,000間、觀光

旅館房間數約2,000間，此次強震衝擊旅
客觀光的信心，目前以民宿退房較嚴
重，部分退房率高達八成，春節期間的
民宿幾乎全退光了。

觀光財日流失5000萬
梁愛迪表示，到花蓮的住宿、交通

費、用餐、伴手禮等，一天消費約4,500
元，以整體退房六成估計，一天流失

5,000萬元，若今年暑假前復甦，旅遊業
今年2月至6月將撐得相當辛苦，至少要
損失80億元。
他說，搶救觀光也是災後重建的重要

一步，希望當局透過花東發展基金、減
免稅等措施，幫助廣大的觀光業者渡過
難關。
縣府觀光處代理處長彭偉族說，縣府

團隊目前仍以救人、救災優先，春節期
間規劃的花蓮太平洋燈會、年貨大街等
照常舉行，歡迎大家到花蓮度假，用行
動挺花蓮。

基隆市特搜隊員詹能傑參與
搜救花蓮漂亮生活旅店201房
5名大陸旅客，他形容現場就

像三明治般樓層緊貼，其中一名罹難者尋獲時臉色
驚恐，左手摀臉、右腳拱起卡在電視機下方。
33歲基隆市信義消防分隊隊員詹能傑回憶，9日

與15名特搜隊員第二梯次前往雲門翠堤大樓救
災，特搜隊4人一組搭配其他縣市隊員從4樓401
房向下挖掘，現場空間狹窄，高度僅約150公分，
隊員必須彎着身軀才能進入。
詹能傑形容下方地層如同三明治一般，4樓天花

板緊貼3樓，3樓天花板又貼着2樓，特搜隊員從4
樓下方地層往下開鑿約1樓半，越往下挖容身空間
越大，第一次挺進201房時，在房間左邊發現一具
罹難者遺體，接着由花蓮縣特搜隊員接手運出。

詹能傑表示，第三次進入201房時，尋獲一名成
年男性遺體，罹難者臉色驚恐，左手摀着臉、右手
平放，右腳拱起卡在電視機下方，隊員為保持遺體
完整，小心翼翼清理雜物，再慢慢將遺體運出大
樓。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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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琳琅，畢業於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警犬技術
系，來到基地工作已經十多年了，如今已

是警犬隊副隊長。從2004年開始，華琳琅成為
貝貝的訓導員，陪伴貝貝走過14個春秋。如
今，貝貝已經16歲，按照比例大概是人類的
100歲，早在2013年，已因年紀問題光榮退
役。如今，貝貝在基地享受退休的時光。據華
琳琅介紹，不僅貝貝這樣的功勳犬有這樣的福
利，任何緝毒犬到了年紀退役後，都會在基地
度過最後的時光，這也是對緝毒犬的尊重。

一小時破毒案
「牠年輕的時候跟我是好搭檔，那時候我剛
入行，牠也正值壯年，我們配合默契，在深圳
關區很多現場都留下了我們工作的身影。」華
琳琅表示，在2009年深圳海關緝私局的「天
錘」行動中，華琳琅和貝貝配合在棉紗線中查
獲藏匿的海洛英144.5公斤，在當時引起很大轟
動。
「當時整整一個貨櫃的面紗，有近千包棉紗
線，靠人工搜索需要兩天的時間，而貝貝只用
了一個多小時就發現了可疑目標。」華琳琅回
憶，當時貝貝對幾包棉紗線非常感興趣，為偵
破該案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該案也是深圳海
關在海運貨運渠道查獲的最大宗走私海洛因案
件。

檢查快過機器
據華琳琅介紹，貝貝之所以能夠迅速找到目
標，乃歸功於牠以靈敏的嗅覺追蹤毒品氣味。
因此，就算毒品藏匿得再隱蔽，都逃不過牠的
「法眼鼻子」。同時，其搜查速度，是人力、
儀器所不能及的。

華琳琅以一輛進出境的貨車為例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如果僅靠人力、儀器，對各個可能藏毒
的部位、每件貨物進行檢查，是難以想像的，所
用的時間可能要一兩個小時或更多，而使用緝毒
犬便可快速、準確地進行搜查，時間可在5分鐘
至10分鐘完成。據統計，深圳海關先後訓練出
93隻緝毒犬，其中3隻更是功勳犬。
現在貝貝每天散散步，曬曬太陽，定期體

檢，華琳琅也經常來陪陪牠，給牠梳梳毛、洗
洗澡、說說話。「如果關得太久了，牠也會抑
鬱，我只要有空就過來陪牠說說話。」華琳琅
說，每年春節年夜飯，緝毒犬也會加餐。「我
們會買一些豬骨頭燉湯，還有胡蘿蔔等等。貝
貝平時的伙食比工作犬要好一些，如果牠不願
意吃狗糧，我們會給牠準備罐頭。」

成為一隻緝毒犬也需要過五關
斬六將。據華琳琅介紹，在三個
月左右大的時候，會對牠們進行
一些簡單的訓練，比如環境訓
練、聲光訓練，還會給牠們毛巾
撕扯，從中選擇佔有慾強、膽量
大、興奮的犬。
隨着年齡增長，訓導員會帶

牠們到模擬現場和真實的業務
現場，讓牠們熟悉各種環境，也會進一
步增加牠們的膽量和對環境的適應性。
直到1歲左右，被選中的幼犬就要參加
正式的訓練，訓練大約3個月至4個月，
通過訓練讓犬隻對常見的毒品有氣味聯
繫，熟悉常見的業務現場的搜查程序，
最後經過考核就可以正式服役。然而作
為一隻熟練甚至優秀的緝毒犬，還要經
過半年到一年的工作。
在牠們服役後，每年都會有兩周的復

訓，訓導員會對緝毒犬進行評估，解決工
作中遇到的問題，如果有什麼問題導致工
作性能下降，就有可能被淘汰。

海關需速度 公安求仔細
公安也有警犬，緝毒犬與警犬有什麼不

同？華琳琅表示，「其實使用犬種我們沒
什麼區別，因為全世界工作犬都是這幾個
常見的品種，造成這種區別的原因是海關
現場和公安現場的區別。」
據了解，海關現場多是貨櫃、郵件、行

李等，需要查驗的目標多、貨物量大，因
此通常需要快速搜索，通過訓導員帶領緝
毒犬快速奔跑，帶動氣流，緝毒犬對可疑
氣流有懷疑後，訓導員再帶領緝毒犬仔細
搜查，縮小範圍，為最後的查驗確定重
點，這樣也可以減少查驗人員工作量，也
會更加精準。公安緝毒犬的現場通常是很
準確的目標，需要逐一仔細搜索，進程慢
而且細。

緝毒犬立奇功緝毒犬立奇功
年夜飯飲靚湯

訓
練
自
小
做

出
師
須
考
核

提到緝毒犬，大眾往往會想起電影《湄公河行動》中追捕大毒梟糯康的哮天，其

實在深圳鹽田緝毒犬基地也有同樣使命的緝毒犬。多年來，海關總署緝私局鹽田緝

毒犬基地使用緝毒犬參與查獲案件32宗，各類毒品共計333.36公斤，並走出了一

批功勳犬。其中，一隻名為貝貝的緝毒犬在2009年「天錘」行動中，首先發現在

棉紗線中藏匿的海洛英144.5公斤，引起了很大轟動。據了解，今年年夜飯，這些

勞碌了一年的緝毒犬也會有加餐的待遇。■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緝毒犬大受小朋友歡迎。
■■貝貝只需一個多小貝貝只需一個多小
時時，，就能從眾多行李就能從眾多行李
中發現可疑目標中發現可疑目標。。

■■緝毒犬能大大加快緝毒犬能大大加快
海關的搜查效率海關的搜查效率。。

■■緝毒犬熱情地緝毒犬熱情地
與市民互動與市民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