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機生命最後一
四川旅遊巴行至大渡河畔 遭巨石砸中駕駛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成都商報》報道，6月30日

上午11時23分許，一輛從雲南瀘沽湖回四川成都

的旅遊大巴在途中被山上滑落的滾石砸中車輛前

部，駕駛員趙建國在生死關頭死死踩住剎車，這一腳，保住了一車37人的性命，他自

己卻不幸被巨石壓住身亡。「沒有他，我們都在大渡河裡了」，當事乘客如是慨嘆。

昨日下午3時，同車另一駕駛員陳勇在
醫院處理完傷口，想到這場事故，

他不斷地說，趙師（趙建國）「是個英
雄」。
據報道，6月27日，趙建國和陳勇兩人

駕車，帶着一名導遊和35名遊客開往瀘
沽湖。30日早上，原本計劃是7時30分
出發，但天空中下起了雨，趙建國望了
望天：晚一點再出發吧。
8時許，陳勇駕車載着客人們出發，趙

建國當起了副駕駛，坐在飲水機的後面一
排。10時30分左右，客車來到了雅安市
石棉縣，由於之前雅西高速交通管制，一
車人在簡單吃過團餐後，登車準備經省道
217線取道瀘定、二郎山等至雅安。
由於陳勇已經駕駛了2個多小時，上車
前，趙建國走了過來，拍了拍陳勇的肩
膀，一臉的微笑：陳師，你累了，我來
開。

「像被炮彈擊中」險些墜入急流
省道217線石棉至瀘定基本上都是雙向
兩車道，一邊倚靠山體，另一邊是湍急
的大渡河，之前石頭砸車、車墜入河的
情況都發生過。最近當地持續多日強降
雨。多次經過此路的陳勇說，山路上若

有小石頭，就要格外小心，這是山體垮
塌、山石滑落的預兆。
上車後，陳勇坐在飲水機後排，是除

了駕駛室外，向前方看視線最好的位
置。發車僅10多分鐘，陳勇突然感覺擋
風玻璃前一黑。幾乎同時，他感覺到了
車輛猛地減速，跟隨慣性，他的身體往
前一傾。
就聽「轟」地一聲巨響，石頭砸下，

如同一枚「炮彈」擊中了客車，客車劇
烈地震動起來。
幾秒鐘後，陳勇發現，一塊「起碼有

幾噸重」的石頭砸在了駕駛室頂上。
「趙師！趙師！」懵了幾秒鐘，陳勇大
聲地呼喊。趙建國沒了回應，車廂內遊
客們哭喊聲一片，陳勇定了定神，幾乎
吼着說：大家不要慌，不要慌，窗子那
有安全錘，打爛玻璃快出去！
下車後，陳勇發現自己手上血流不

止。然而，讓他後背發涼的是，那塊從
山上下來的石頭將駕駛室砸得嚴嚴實
實，車輛緊貼變形的護欄，險些掉進河
裡。再上前去，只看見趙建國的手依然
還在方向盤上，幾聲呼喊無果後，陳勇
等人一邊報警，一邊催促着乘客們往石
棉縣城裡走。

民警：這腳剎車救了大家
很快，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員趕來。
雅安市石棉縣公安局民警肖宇是其中一
員。肖宇回憶，在營救時，趙建國的下
半身在石頭下面，雙手握住方向盤，腳
踩在剎車上，地面上有一條10多米的剎
車痕跡。肖宇說，確定那是人為剎車痕
跡。「按照常理來說，這麼大的落石砸
中車輛後，受衝擊力等影響，一般車輛

會發生側翻，但這個車沒有，只是車輛
速度減下來了，車輛和護欄發生了輕微
的接觸，可以說，因為這腳剎車，車輛
平穩地停在了公路上，挽救了整車遊
客，避免造成更大的傷亡」。
看到這個場景，陳勇眼淚忍不住掉了下
來。陳勇說，當時趙師（趙建國）肯定是
緊緊握住方向盤，控制車子的方向。「這
是一個老駕駛員的本能反應，他救了我們
一車人。」

駕駛員趙建國所屬的雅克公司安全部
副部長鍾新義表示，事發前車速並不
快，約有40多碼，整個過程可能也就只
有1、2秒鐘，留給駕駛員判斷的時間幾
乎沒有，他的腳在剎車上，這全靠平日
裡長期培訓養成的本能反應。
記者了解到，該車輛屬於雅克公司，

事發前，證件齊全。在2017年1月入職
雅克公司前，趙建國在甘孜州康定新川
藏運業有限公司當過多年的駕駛員。入
職雅克公司後，開始承包車輛和公司合
作經營。
趙建國遇難，讓鍾新義很內疚，他說：

「趙建國到公司一年多，他是一個很熱心
的人，性格直爽，很踏實，在外面我們很
放心……在我們的群裡，只要哪個駕駛員
有困難，他都要出面，比如車輛壞了在哪
兒修理啊，有什麼問題該怎麼處理啊，他
都會解答。」
目前，鍾新義等人還在石棉處理趙建國

相關事宜。事發路段已經恢復通行，經過
雨水的沖刷，地面上的血跡已看不清。
副駕駛員陳勇說：「不管別人會不會

忘記，趙師的右腳永遠定格在剎車上的
畫面，我可能一輩子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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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趙建國司機趙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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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襲成都 逾萬人滯留機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

國健康扶貧三年攻堅工作會議昨日在
四川成都召開，會議表示內地將實施
健康扶貧三年攻堅行動，為貧困人口
如期實現脫貧提供健康保障。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

表示，2016年以來，中國已有581
萬因病致貧返貧戶實現脫貧，但當
前健康扶貧工作還存在若干問題，
如：一些地方健康扶貧政策機制不
穩固；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服務能力
比較薄弱；一些地方存在過度加碼
和執行不到位並存的現象等。

重點解決醫療問題
馬曉偉指出，未來三年中國將實

施健康扶貧攻堅行動，重點實施六
項行動：實施貧困人口托底醫療保

障，降低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個人自
付比例；開展貧困人口大病和慢性
病精準救治，做實做細家庭醫生簽
約服務，優先為農村貧困人口提供
慢病規範管理；提升貧困地區醫療
衛生服務能力，全面實施「互聯
網+醫療健康」；加強貧困地區傳
染病、地方病綜合防治，開展愛滋
病、結核病、包蟲病、大骨節病等
重點疾病的綜合防治；開展貧困地
區健康促進；重點加強深度貧困地
區健康扶貧工作。
國務院扶貧辦提供的數據顯示，

截至2017年底，中國剩餘建檔立卡
貧困戶中因病致貧返貧比例仍高達
41.65%，全國還有113萬貧困人口
患大病，457.4萬貧困人口患長期慢
性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四川省成
都市昨日遭暴雨襲擊，記者當日從交通運
輸部門獲悉，暴雨已導致成都周邊部分高
速公路關閉、部分鐵路列車晚點或停運、
超百個航班延誤或取消。
1日晚上8時至昨日早上8時，廣元、綿

陽、成都、雅安、樂山、眉山等市出現大
暴雨。受連續強降雨天氣影響，已造成四
川盆地多地出現城市內澇，農田被淹，山
體垮塌，房屋損壞等現象，為生活、交通
帶來了極大的不利。
成都市氣象台當日發佈氣象通報稱，該
市於7月1日晚上8時至昨日上午12時出現
區域性暴雨天氣過程，並伴有雷電和大
風。全市特大暴雨2站，大暴雨18站，暴
雨61站，主要降水落區在成都市西南部到
東北部一帶；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現在蒲江

縣西來鎮，為306毫米。
目前，該縣壽安鎮隆盛村等多村被洪水圍

困，公安、消防、鄉鎮等部門目前已投入
救災隊伍730人，轉移被困群眾1,200餘人。

數十列高鐵停運
截至昨日下午1時10分，成都雙流國際

機場降雨量已達120毫米，1萬多名旅客滯
留機場。
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表示，蘭

渝鐵路、西成高鐵等線路的數十輛列車停
運，大量列車晚點。受強降雨影響，四川
省內十多條高速公路關閉。
據澎湃新聞報道，7月2日中午，網上出
現一張德陽火車站被雨水淹沒的照片為多年
前的照片，目前德陽火車站及周圍沒有出
現內澇情況，請廣大網友不信謠，不傳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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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新地」）旗下啟
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及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在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主辦的「2018最佳園林大獎」中勇奪共27
項殊榮，當中Grand YOHO、壹號雲頂和Shouson
Peak分別在大型、中型以至小型住宅物業的組別獎項
中勇奪三個金獎。
勇奪大型住宅物業（樓齡6年以下）組別金獎的元
朗Grand YOHO由啟勝管理，屋苑兼具現代設計和
自然的概念，以簡潔的線條揉合現代建築及自然環境
於一身。

康業旗下帝譽服務有限公司致力推動環保管理，提
升屋苑在節能及園林綠化水平。是次榮獲中型住宅物
業（樓齡6年至21年）組別金獎的壹號雲頂憑藉獨特
的園林佈局及設計，獲得評判的讚賞。
啟勝旗下的超卓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管理的

Shouson Peak 奪得小型住宅物業（樓齡 6年至 21
年）組別金獎，屋苑四周被園林包圍，擁有25%的
綠化覆蓋率。Shouson Peak更就屋苑的生態持續發
展，制定可持續性的保養管理，讓住戶在安全的環
境好好享受園林風味。

新地旗下啟勝及康業
奪「最佳園林大獎」27個獎項

■第二屆新濠盃「漢語英雄」澳門青少年漢語知識大賽日前圓滿舉行

由澳門青少年教育促進
會、《學園週報》主辦，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冠
名贊助的第二屆新濠盃
「漢語英雄」澳門青少年
漢語知識大賽一連兩天在
澳門綜藝館舉行。14支澳
門中小學校代表隊經過2
日緊張激烈的角逐，中學
組新華學校和小學組濠江
中學附屬小學分別奪得第
二屆澳門青少年漢語知識
大賽的「漢語英雄」稱
號。

新濠盃「漢語英雄」澳門青少年漢語知識大賽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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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五華同鄉總會第八屆會董會就職典禮暨
慶回歸廿一周年假座尖沙咀煌府舉行，筵開七十席，
旅港鄉親與來自梅州、五華、深圳、廣州等地政經領
導、本地友好社團首長等嘉賓共八百多人濟濟一堂，
氣氣熱烈、喜慶祥和。
宴會主禮嘉賓有：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全國政
協常委余國春、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青年總會主
席曾智明，廣東省政協常委、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
春，梅州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丘曉紅、五華縣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張愛芳女士，五華縣政協副主席胡高
雲、全國人大代表、黃大仙區議會議員陳曼琪律師，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鄭泳舜、中國女企業家協
會副會長羅活活、原梅州市政協副主席曾百友。五華
縣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愛芳向廣大鄉親和來賓詳細
介紹了家鄉最新的發展形勢和政府的遠景規劃，衷心
感謝旅港鄉親對家鄉的貢獻，期望鄉親們和在座嘉賓

繼續關心支持五華家鄉各項事業建設。
新任會長吳彩華致辭說，作為愛國愛港的社會團
體，該會積極發揮自己的力量，用實際行動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在促進香港
繁榮穩定方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該會將繼續團結
一致，積極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和發展大灣區的宏偉藍
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事業貢獻力量。
新一屆會董會由會長吳彩華、第一副會長胡國輝、
第二副會長李茂安、第三副會長陳長有，副會長李國
華、周智聰、吳偉倫、李盛能、曾斌、張菲娜、李灼
金、李立新、何嘉明、張惠龍、李秋茂、李梁鋒、李
健樂、曾慶忠、曾偉瓊及常董、會董81人組成。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處

長石磊，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青
少年教育促進會榮譽會長林笑雲，教
育暨青年局廳長黃健武、處長黃逸
恒，澳門郵電局廳長吳美琪，澳門基
金會處長梁雅桃，澳門中華教育會會
長何少金、副秘書長陳家良，新濠博
亞娛樂有限公司副總裁黃艷玲，澳門
青少年教育促進會會長陳群頌，澳門
青少年教育促進會理事長、「漢語英
雄」項目製作人吳靖，澳門青少年教
育促進會榮譽顧問唐志堅、大賽總顧
問李沛霖、總評委程祥徽教授、評委

葉錦添老師、評委劉景松博士，主考
官牟英傑老師等嘉賓出席了活動。
據悉，第二屆新濠盃「漢語英雄」
開放報名後獲得了澳門40幾所中小學
校8,000多名師生的積極回應，最後有
14支中小學校的代表隊成功入選比賽
階段，經過兩日的激烈角逐，產生了
第二屆中小學組的冠亞季軍。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代表副總裁
黃艷玲表示，今年是新濠連續第二年
冠名「漢語英雄」，漢語是中華民族
的寶貴財富，希望能藉此機會，讓青
少年學生更多的了解中華文化，推動
澳門的漢語學習熱潮。

澳門青少年教育促進會陳群頌會長
表示，舉辦新濠盃「漢語英雄」的初
衷，是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比賽形
式，激發學生對漢語的學習興趣，提
高自身文學素養，培養青少年學生的
民族自豪感與文化認同感。在兩天的
比賽中，各參賽隊伍表現出色，完全
達到了活動的預期效果。
第二屆新濠盃「漢語英雄」澳門青
少年漢語知識大賽由新濠博亞娛樂有
限公司冠名贊助；澳門郵電局任贊助
機構；教育暨青年局、澳門中華教育
會任指導機構；獲得澳門各中小學校
的支持；思路傳媒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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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五華同鄉總會新屆就職

救了全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