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麻疹疫情繼續延燒，台當局衛生

部門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新北市林口區長庚醫院再出現3個麻疹感染病

例。至此，已有22人確診，包含台灣虎航及林口長庚醫院引發次波感

染，全台追蹤接觸者高達5,103人，創下台灣近9年同期最高。

台麻疹疫情延燒 22例確診
創近9年同期最高 追蹤接觸者5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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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女教師在大陸的「小確幸」

人均年用710個膠袋
環保部門倡用環保袋

近日，一名由澳門返台的女性因疑似麻
疹症狀至該醫院檢查後確診，此患者

在醫院期間造成一名醫護人員與另一名就
醫民眾被傳染麻疹。前日晚，長庚醫院表
示，已成立麻疹疫情因應小組以處置當前
緊急情況，目前已針對可能受波及的980
人進行追蹤。

首宗患者「攜」麻疹入沖繩
綜合中央社、中時電子報、今日新聞等多
家台灣媒體報道，自3月29日確診首例麻疹
感染病患至今，全台目前共有22人被確
診，人數創近9年同期新高（2009年有42
人被確診），「疾管署」追蹤的可能受波及
人數達5,103人。確診人數中，有7例為從
境外移至台灣，15例為在島內被傳染。
首例確診的麻疹患者為一名台灣男性，

他從泰國返台後出現發燒症狀；在還未出
疹但病症已具傳染力的情況下，該男子搭
乘台灣虎航前往日本沖繩，並在當地被確
診。他致使沖繩的60餘人遭感染麻疹，其
搭乘的虎航同一航班乘客已有13人被確診
感染。

尚未出現重症或死亡個案
「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昨天亦表示，

近期因麻疹疫情延燒，麻疹疫苗用量也暴
增，目前全台自費疫苗約剩下3萬劑，建
議醫護人員、航空人員、短期內要出外的
民眾應盡速施打，尤其是要去麻疹流行地
區，或是年齡層落在20至40歲的族群。
莊人祥解釋，1976年前台灣麻疹疫情曾
一度大流行，因此40歲以上的民眾大多都
有抗體，2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接種2劑麻

疹疫苗接種率達97%、保護力還夠，反觀
20至40歲的民眾因疫苗保護力減弱，感染
風險最高。
打疫苗是防麻疹最好方法，莊人祥強
調，目前當局提供滿1歲、滿5歲幼童各接
種一劑公費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
疫苗（MMR），其餘民眾也可自費接種麻
疹疫苗，另因公費、自費疫苗由不同藥廠
提供，即便自費施打的民眾增加，也不會
排擠到公費疫苗使用。

提供自費麻疹疫苗的美商默沙東藥廠台
灣分公司昨天也發佈聲明稿指出，考量麻
疹疫苗用量大增，目前正與總公司積極爭
取更多麻疹疫苗，最快下個月可到貨。
據了解，麻疹以空氣、唾液傳播病毒，

傳染性極高，病毒可在空氣中停留數小
時。「疾管署」資料介紹，台灣此次麻疹
疫情至今還未出現重症或死亡個案，絕大
多數患者為輕度感染，僅有一名感染者併
發肺炎，經治療後已康復出院。

台灣青年翁如辰曾經的人生規劃是畢業後
留在美國發展。然而在美國讀完MBA（工
商管理碩士）的她放棄了美國的工作，來到
大陸一個二線城市當起了「教書匠」。她
說，「我在這裡找到了『小確幸』。」
2013年，來自台北市的翁如辰在美國南

佛羅里達大學讀MBA時與一名來自河北的
大陸男孩（現成為其老公）交往。不久
後，男孩回到大陸讀博士，並問翁如辰要
不要來大陸發展。
翁如辰說，相比一個合適的工作，遇到

合適的伴侶幾率更小，恰逢河北師範大學

商學院想找雙語授課的海歸老師，翁如辰
沒有糾結，便來到了男孩的家鄉河北石家
莊，並在該校任教。

家人「鄉愁」情結深
翁如辰發現，相比台灣大學生，大陸學生

對學術認真但不死板，並且大陸學生更關注
國家、國際大動向。而大陸學生「超乎想像
的尊師重道」也讓她更有動力和激情。
其實，來大陸之前，當翁如辰把自己要

來大陸發展的事情告訴父母時，母親雖然
有點訝異，但很快接受了這個大陸男孩。

翁如辰說，其實母親之前常常跟她提議，
不如找個大陸男朋友，「媽媽是個大陸情
結比較深的人」。

1949年翁如辰的外公、外婆從大陸遷到
台灣。翁如辰說，小時候外公、外婆一提
起家鄉和大陸的親人就會淚流不止。20世
紀90年代初，台灣第一部介紹大陸風土民
情的電視節目《八千里路雲和月》在台灣
風靡。在翁如辰的記憶裡，母親每次都是
濕着眼睛觀看。

兩岸開放探親後，母親第一時間帶着外婆
和當時已經中風的外公回到祖籍河南，並感

嘆「沒想到有生之年還能見到親人」。
翁如辰在大陸的婚禮上，除了來自台灣的

親屬參加外，讓她感動的還有龐大的「娘家
親友團」。「他們對我的婚禮很上心，我才
真正感受到，這裡也是我的娘家。」
如今，大陸惠台政策越來越多、越來越

細化，台胞在大陸工作、生活越來越便
利，翁如辰很多台灣朋友託她幫忙留意大
陸的工作機會。而翁辰如對雄安新區十分
關注，她也在主動跟台灣的朋友介紹雄安
新區的相關信息。她預計，未來十年，雄
安新區會比北京更吸引人。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減塑、
淨灘……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這天，全
台各地進行豐富多彩的環保活動，民眾以
實際行動愛護地球，增強環保意識。
台灣環保部門統計顯示，台灣一年使用

塑膠吸管多達30億根，一年使用塑膠袋達
165億個，平均每人每年使用710個。
台環保部門呼籲，民眾改變生活習慣，

社會創造有利環境，比如以租代買或通過
環保袋、紙袋替換等方式減少塑膠袋、免
洗餐具的使用，希望塑膠袋能從每人每年
使用約700個減至約400個，到2025年減
至約100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2日，兩
岸大陳鄉情文化節在浙江台州大陳島開
幕。180餘名台胞跨越海峽兩岸，重返故里
尋根祭祖。
「父親在世時，一直和我回憶故鄉往

事，叮囑我不要忘記。」前往大陳島的客
輪上，一名台胞告訴記者，12歲時，他跟
隨父親前往台灣。1955年，大陳島及附近
島嶼近1.5萬人集體遷居台灣。幾十年來，
大陳人在台灣已有十多萬人，他們突破時
間與空間的距離，尋找自己的根與血脈。
從歷史上看，這段路程並不平坦。如

今，兩岸交流日益密切，經貿文化和民間
團體交往合作日益頻繁，情誼越發深厚。
「小時候，爺爺奶奶就和我說大陳島，

說他們小時候的事情，現在終於踏上了這
片土地。」23歲的張鈞傑說，能回到祖輩
生活過的地方，緬懷祖先，他很激動。
75歲台胞郭正友則表示，無論他身在何

處，但「根」就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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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重返故里：
我們的根在這裡

■環保部門呼籲民眾使用環保袋。圖為台
當局於今年起實施限塑措施。 資料圖片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台共全台共2222人確診麻疹人確診麻疹，「，「疾管署疾管署」」追蹤接觸者達追蹤接觸者達
55,,103103人人。。圖為為控管疫情圖為為控管疫情，，桃機進行每日消毒桃機進行每日消毒。。 中央社中央社

■美女護士沈麗芳。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法國人法國人OlivierOlivier一邊跑步一一邊跑步一
邊撿垃圾邊撿垃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不放過任何不放過任何「「死角死角」」
的的OlivierOlivier。。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能夠面向公眾能夠面向公眾、、開放借閱的古開放借閱的古
寺圖書館實屬罕見寺圖書館實屬罕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棲心圖
書館位於
七塔寺內
西側，環
境清幽。
網上圖片

一座千年古寺裡的公共圖書館，將在2018年4月23日「世

界閱讀日」這天迎來開館一周年紀念。

始建於唐大中十二年（858年）的七塔報恩禪寺位於浙江省

寧波市鄞州區，在鬧市區的車水馬龍中隔出一方佛門淨地。寺

內的棲心圖書館建成於2017年，是內地少見的、完全向公眾

開放的寺院圖書館。這裡的藏書不限於佛教典籍，還有文史

哲、醫學、經濟、軍事等綜合類圖書，以及珍貴的日、英文原

版書，共計五萬餘冊，均提供借閱服務。 ■澎湃新聞

千年古剎圖書館
棲心悅讀蘊禪意

中國佛教寺院藏書的傳統由來已
久，藏經樓歷來是供奉三藏典籍

的重要建築。近代以後佛教轉型，
「人間佛教」理念興起，一些寺院開
始興辦圖書館等現代文化設施；時至
今日，佛教寺院為創辦佛學院，也需
設立圖書館來滿足宗教院校建設的要
求。但是，這些寺院圖書館普遍開放
程度不高，能夠面向公眾、開放借閱
的實屬罕見。
棲心圖書館每周一下午至周日向讀者
開放，工作日開放至晚上八點。傍晚時
分，寺院謝絕香客入內，但只要說是去
棲心圖書館，保安便爽快地放行。圖書

館位於寺內西側一處仿四合院建築中，
清幽靜謐，館內自助借還設施、圖書分
類及檢索系統均與一般大學圖書館無
異。館員是寺內義工，待人親切和善。
因為有圖書館，寺內除了香客往
來、僧人穿梭，還能見到不少學者模
樣的面孔。據七塔寺住持可祥法師介
紹，棲心圖書館自創建伊始便奔着公
共圖書館的目標而去，一切硬件軟件
設施都按公共圖書館標準設計。

方丈親選 館藏漸豐
館內的藏書質量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可祥法師表示，這些書是他用最「笨」

的辦法一本本挑選的。棲心圖書館開放
於2017年4月23日，而早在2015年，
可祥法師就在籌備選書了。「起初是從
學術論文的引用文獻裡找書，後來到各
所大學的圖書館裡去拍書目，回來再請
義工整理成電子版，然後請書商幫忙配
書。最近我去南京大學、香港大學看朋
友，擠出空餘時間就去他們的圖書館裡
拍書目。」可祥法師說。
在他的影響下，不少朋友也站出來

支持圖書館。一位企業家就從日本文
物拍賣市場購得珍貴的延寶七年刻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套，贈予棲
心圖書館作為館藏。

14日下午，天氣悶熱陰沉，大雨即將來
臨。在廣東惠州市區東江公園岸邊，一個
外國人帶着十多個年輕人和幾個小孩，蹲
在釣魚愛好者附近撿拾垃圾。這個外國
人，是來自法國的客家女婿Olivier。一年
多前，他開始在東江邊一邊跑步一邊撿垃
圾，跑步「裝備」包括環保袋。受他在朋
友圈晒撿垃圾的快樂瞬間影響，越來越多
人加入跑步撿垃圾的隊伍中。Olivier的身
體力行，讓撿垃圾變成了一種快樂的運
動。在他看來，這不僅能讓人保持健康，
還能保護地球的「健康」。
Olivier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法國人。他的

愛人鍾靈玉介紹，Olivier在2004年來中國
做旅遊生意，兩人在香港一家牙醫診所相
識，相愛後，經歷了多年跨國戀。直到
2012年，Olivier去北京工作，兩人終於團
聚，經營了一家公司。2014年底，他們在
惠州開設分公司，由此來到這個城市定居
並組建家庭。

塑料難分解 危害生態環境
鍾靈玉說，選擇在惠州定居，主要是因

為她曾經在這個城市工作，喜歡惠州的優
美環境。由於家住東江邊，Olivier喜歡每
天中午去東江公園，沿着江邊綠道跑步鍛
煉。他漸漸留意到在城市一些難以發現的
「死角」，比如江邊釣魚愛好者聚集的地

方，經常看到不少塑料垃圾，讓他有所觸動。
Olivier說，由於從事旅遊業，為了考察遊客出行路
線，他和小夥伴們幾乎走遍全世界。他們發現中國不
少城市出現了塑料污染的問題，這個情況在很多歐洲
國家同樣存在。
在Olivier看來，隨處亂丟垃圾對生態環境構成了

極大的威脅。「比如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塑料
最終會變成一個個無法分解的微粒，人們肉眼看不
見，但海裡、河裡
的魚會吃進肚子
裡，最終魚又會被
人吃掉，實際上垃
圾還是影響到人
類。這種危害是天
長日久的。」Olivi-
er說道。

■《廣州日報》

「120嗎？車上有一名乘客突然急病發
作，現在正在井灣子北巴士站附近，需
要派救護車急救。」21日13時左右，湖
南省長沙市龍驤巴士駕駛員吳陽波正駕
駛17路車向汽車西站方向行駛，行至井
灣子北站時，車上一名男性乘客突發急
病，倒在巴士上。
「當時坐在巴士後面，聽到車中部位

置有奇怪的聲音，不少乘客圍上去張
望，我也好奇上前去看，結果看到一名
男性乘客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同在
車上的沈麗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見
到這一幕，她立即上前，準備找東西將

病人嘴巴撬開並抵住舌頭，防止他咬傷
舌頭。「這種情況下最怕病人咬舌頭，
結果我還沒來得及撬開他嘴巴，發現他
不抽搐了，連忙摸了他的頸動脈，發現
搏動消失。」原來，病人出現了心臟驟
停症狀，沈麗芳沒有一絲猶豫，立即為
其做心肺復甦。
此時，吳陽波撥打了120，車上不少乘
客也紛紛幫忙，見沈麗芳施救專業，大
家稍稍心安了一些。「不要慌亂，師
傅，這邊離醫院不遠，您開車過去應該
比救護車快得多！」身為護士的沈麗芳
「亮明身份」，建議巴士直接開往醫

院，以便爭取急救時間。此時，她對病
人的心肺復甦始終沒有停止，約1分鐘
後，病人逐漸恢復意識。沈麗芳隨即與
醫院同事取得聯繫，讓急診科送醫用平
車出來。在醫院保安的幫助下，發病乘
客被迅速送往急診科接受救治，目前生
命已無大礙。從發現病人病發到送達醫
院，僅用時7分鐘左右。
「沒有時間想其他的，為了救病人就那麼

做了，只要他平安就好！」沈麗芳告訴記
者，談到巴士上的救人經歷，沈麗芳覺得這
是醫務人員的天職本分，只是做了「分內之
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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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漢巴士突發病 護士跪地救人

■■ 館內自助借還設施館內自助借還設施、、圖圖
書分類及檢索系統均與一般書分類及檢索系統均與一般
大學圖書館無異大學圖書館無異。。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棲心圖書館。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