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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台青赴陸實習 台媒：「為尋更好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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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亞」強度減 對台威脅仍大
北部多地停班停課 海陸空交通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今年第 8 號颱風「瑪莉亞」暴風

迎

圈昨日傍晚接觸台灣陸地。台灣氣象局表示，由於海溫條件不佳，加

風

上地形破壞，「瑪莉亞」已減弱為中度颱風，但對台灣威脅仍不容小

而

覷。台灣北部的台北、新北、基隆等多個城市均已於 10 日下午 4 時停
班停課。台鐵西部線路陸續停止運行，航空海運等也大受影響。

據台灣氣象局觀測，強烈颱風「瑪莉
亞」暴風圈在當天 17 時接觸到台灣

東北角陸地，並以每小時 31 公里速度，
向西北方向行進。由於海溫條件不利於颱
風維持強度，加上地形破壞，颱風強度已
減弱為中度等級，未來有持續減弱趨勢；
但晚上至 11 日清晨仍會為近中心的北台
灣帶來明顯風雨，沿海地區可能會有海水
倒灌情形，對台灣威脅仍不容小覷。

颱風未到 菜價先漲
為應對颱風來襲可能造成的影響，台灣
防務主管部門及第二、三、五作戰區（花
東、北部、中部地區）災害應變中心已提
升為一級，目前出動 35,000 餘名兵力待

命，配合各縣市政府執行各項防災工作。
颱風未到，菜價先漲。台灣民眾搶購生
鮮蔬果，造成蔬菜價格上揚，據台北農產運
銷公司統計，10 日每公斤蔬菜平均批發價
格 37.2 元新台幣，比 7 日上漲兩成。多家
百貨公司考量員工及消費者安全，選擇提
早打烊，SOGO 百貨及新光三越台北、桃
園分店，分別提早至傍晚5時、6時打烊。

料今晚登陸福建
颱風「瑪莉亞」來勢洶洶，所幸颱風中
心從彭佳嶼北邊通過，專家吳德榮說，這
是威脅最小的路徑，最大陣風12級，山區
總雨量500毫米，對台灣都是好事。
颱風「瑪莉亞」來襲，台氣象局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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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到今日清晨近中心的北北基、桃
園、新竹都可能出現10到12級強陣風；北
北基、桃園和新竹最大陣風將由 9 到 10 級
陣風減弱為7到8級陣風，但馬祖風雨將會
持續到今日下午，可能出現15級強陣風。
雨量方面，這次颱風期間，基隆市和台
北市平地累積總雨量最高可達到 300 毫
米，山區約為 500 毫米；新北市和桃園市
平地最高總雨量預估有 400 毫米，山區最

歪

中央社

高則為 500 毫米，預估颱風今日晚間會登
陸福建，屆時島內天氣將逐漸恢復穩定。
台灣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副教授吳
德榮昨天受訪時表示：「以這麼強的颱風
而言，北部山區總雨量 500 毫米，最大陣
風12級，對台灣來說是很客氣。」
他說明，原本氣象局預報有 3 條可能路
徑，依目前看來，颱風中心將從彭佳嶼北
方海面通過，是對台灣影響最小的路線。

江蘇昆山打造示範區
促兩岸深度融合發展

北檢起訴馬英九 藍營批
「政治追殺」

歲「「拾荒校長」」走了

88

2005年賤賣中視、中廣、中影等黨產。隨
後，負責偵辦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
組歷經 8 年，詳查相關股權交易文件、財
報資料等記錄，並傳喚近百名證人，於
2014年以查無不法事證，將全案簽結。當
時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指出，此一結果證
明國民黨當年處理黨產的態度光明磊落，
今後也將秉持相同態度。

強行通過「黨產條例」強行重啟調查
但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就憑「立委」
席次多數強行通過「黨產條例」，全力追

百萬助學卻不肯買新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地
檢署昨日上午宣佈偵結「三中案」（中
視、中影、中廣交易案），依違反背信等
罪嫌，起訴馬英九及前「立委」蔡正元夫
婦等 6 人。對此，國民黨中央、立法機構
黨團及馬英九辦公室等迅速回應，痛批北
檢淪為民進黨政治打手，一再追殺國民黨
及馬英九，羞辱司法獨立與自毀司法貞
操。盼未來進入審判程序，司法能夠勿枉
勿縱，還馬英九清白。
國民黨「三中案」源於 2006 年民進黨
「立委」游錫堃等的告發，指控國民黨

剿國民黨黨產，並對「三中案」重啟調
查。昨日上午，台北地檢署召開記者會，
主任檢察官周士榆拿着厚達 700 多頁的起
訴書，指稱根據北檢掌握關鍵事證，認定
國民黨在出售中視、中影、中廣股權以及
舊黨部大樓涉嫌賤賣，且時任黨主席的馬
英九全都知情。依違反背信等罪嫌，起訴
馬英九及前「立委」蔡正元夫婦等6人。
對此，國民黨中央、立法機構黨團迅速
回應，強調「三中案」早已歷經特偵組 5
任檢察官、3任檢察總長等長達8年偵查結
案，確認並無不法之事，卻在民進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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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賣錢的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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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這是他最後一次捐款。
這是他最後一次捐款
。

24年來，在重慶市銅梁區東城街道的
小巷裡，每日清晨都會出現一個老

人拿着夾鉗和蛇皮口袋「撿破爛」的身
影——88 歲的拾荒老人曾是小學校長。
1950 年，吳定富從江津師範學校畢業
後，被分配到小學任教，直至 1983 年退
休。他當了 28 年校長，長期以校為家，
退休後在學校做了 10 多年的綠化義工。
再往後，不甘清閒的他發現城裡有不少垃
圾可拾來賣錢，就新添了這門「副業」。

捐出五套房 一生沒買房
吳定富的兒子吳啟國說，父親不抽
煙、不喝酒、不打牌，連新衣服都捨不得
買，平時最常穿的一件運動服絨衫，是購
於上世紀 80 年代的，右邊袖子上的線頭
已經脫落了好幾圈。「按理說父親的退休
金也不少，可他退休後並沒有把更多的錢
拿回家用，我們一家人都很疑惑，父親的
積蓄究竟去哪兒了？」吳啟國說。
5 年前，家人的疑惑終於解開了。當時
吳家老宅拆遷，吳定富搬到街上的出租
房，郵遞員不好找，就把信全放到了社
區。「當時幾乎每周都要收到信，大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是從各個學校寄來的感謝信。」社區黨委
書記陳天倫說，大家通過一疊疊感謝信發
現，老校長竟默默無聞地捐資助學這麼多
年：吳老幫助 3 個貧困大學生，連續 4 年
每人每學期 5,000 元；年年六一兒童節向
小學捐款，連續捐了20年……
這些年吳定富到底捐了多少錢？老人
沒統計，只說「退休 35 年工資，大部分
都捐了」。據初步估算，老人的捐款總數
已逾百萬，這些錢，足夠在小城銅梁全款
買下至少五套房。
然而，吳定富一生沒有買房。他生前
住的房子是租的，在 4 樓，沒電梯。今年
5 月，老人生病，醫生不讓他再爬樓梯，
家人就在對面房子的 1 樓門市，為他租了
個三四平方米的單間床鋪。
在 4 樓的房間裡，為吳老送別的街坊絡
繹不絕，他的小女兒李興潤說，父親留下
的全部家當，就這兩箱舊衣服一箱書。之
前他生病住院，親戚朋友給他的錢，他收
到也全部捐了。 「老校長走了，我們自
發來送，他是中國好人，應該長命百
歲……」鄰居蔣中容對着老人的遺像，
說着說着，掩面痛哭起來。

■吳定富生前經常回到工作過的學
校看看。
校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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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10 日從
江蘇省昆山市政府獲悉，《推進昆台融合發展
三年提升工程實施方案（2018-2020 年）》
（簡稱《方案》）近日出台，昆山將用三年時
間，進一步鞏固提升對台合作優勢，在更高品
質上推動昆台全面融合發展。
《方案》明確，用三年時間，推動昆山在兩
岸產業深度合作、兩岸金融創新合作、兩岸全
面融合發展等領域走在前列。
昆台合作由來已久，20 多年來，昆台產業
緊密相融，昆山已成為大陸台商投資最活躍、
台資企業最密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最頻繁的
地區之一；台資經濟亦是昆山外向型經濟的重
要組成部分。

上台後重啟調查，企圖入罪馬英九之心昭
然若揭。黨團將透過各種合情、合理、合
法的監督方式，在訴訟過程力挺馬英九。
對於北檢起訴馬英九一事，馬英九辦公
室發言人徐巧芯強調「不意外」。她指
出，北檢竟然用今日（民進黨上台後通
過）的「黨產條例」的標準，去羅織 13
年前還是國民黨的自有合法資產。請問北
檢是神預知 13 年後會出現「黨產條例」
嗎？拿 13 年後的法條去論證馬有犯罪，
這到底是什麼「神邏輯」？根本自證北檢
就是政治打手，服膺黨政指揮。

曾被評為「
曾被評為
「 中國好人
中國好人」
」 的 8 旬老人吳

捐出 35 年退休收入和 24 年拾荒收入資

■張秀清一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暑
期到來，數千名台灣青年赴大陸多地
參加交流活動。有輿論認為，台灣社
會發展遲滯、民眾所得不增反減、社
會彌漫消極氣氛，青年到大陸是為尋
找更好發展機會。
中時電子報昨日刊發評論文章指
出，明明是大陸提供台青機會，到了
台灣部分官員口中卻變成「惡性挖人
才」，這種心態讓人難過，台灣曾幾
何時如此缺乏自信、害怕競爭？
這篇文章認為，兩岸青年只要面對
面就會發現，所謂偏見、仇視、對立
都是人為的。交流一旦開啟，情誼不
斷、記憶不止；單方阻撓交流，傷害
的是台青，只會讓他們更不想回台。
據國務院台辦交流局局長黃文濤近
期在一次活動上介紹，今年僅 7 月份
就有 2,000 餘名台灣學生在大陸各地
實習。
對於赴陸熱，台灣學生給出了兩方
面原因，一是台灣長期以來的低薪狀
態，而大陸企業給出的起薪卻有足夠
吸引力；二是對於不少希望創業的年
輕人而言，大陸市場大，早點去實習
是「有價值的投資」。
《中國時報》8 日相關評論文章也
提到，這一代台灣年輕人的職場生涯
以及黃金年齡段，剛好與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進程同步，應讓這些台青參
與其中。未來的青年交流、爭取青年
認同將是兩岸交流合作的重中之重。

網上圖片

父母加倍關愛培養
腦癱女獲全國冠軍

日前，在由全國婦聯主辦的 2018 年度
全國「最美家庭」評選中，來自珠海高欄
港平沙鎮的張秀清家庭獲評全國「最美家
庭」。
生活與張秀清一家開了個玩笑——1996
年，剛出生 7 個月的女兒潘惠瑩就被確診為
腦癱，屬於二級殘疾人。夫妻倆在命運的重
擊下並沒有放棄，而是決定負重前行，誓要
把日子越過越好。如今，在家庭的關愛下，
女兒拿下了全國殘疾人自行車賽的冠軍。

從未放棄 堅持終有回報
為幫助女兒有效地進行康復治療，張秀
清夫婦制定了詳細的計劃，並每天按照醫生
的建議，堅持給女兒做按摩。日復一日，從
未想過中途放棄。
夫妻倆認為，雖然女兒生理上有缺陷，
但她跟別的小孩一樣，擁有美好生活的權
利。他們決定，要讓女兒讀普通幼兒園，要
和其他小孩融入在一起。但這個計劃實現起

來並不順利，多家幼兒園婉拒了他們的請
求。這個過程中的委屈，夫婦倆全藏在心
底。只要小孩最終能上幼兒園，他們就滿足
了。張秀清夫婦的堅持，終於打動了當地一
家幼兒園。
2012 年，15 歲的潘惠瑩，以逾 1.6 米的身
高，被前來挑選殘疾運動員的教練一眼相
中。對於潘惠瑩來說，專業的自行車訓練是
一個巨大的挑戰。父母的鼓勵讓女兒堅持了
下來。摔倒、爬起來，摔倒、再爬起來。
堅持終於有了回報！2014 年，潘惠瑩參
加全國殘疾人自行車錦標賽暨第九屆全國殘
疾人運動會自行車比賽，在女子 T1 級別 10
公里計時賽項目中，奪得全國冠軍。之後，
潘惠瑩摘得的榮譽更多：廣東省第七屆殘疾
人運動會女子 T1 級計時賽 2,400 米、1,200
米、800 米個人三項第一名；2015 年廣東省
第七屆殘疾人運動會女子 T1 級 400 米個人
賽第二名……正是全家人的相親相愛、互
幫互助成就了今天的小女孩。
■金羊網

中俄筆友失聯56年 世盃牽線終尋回
■ 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
·米特里
切娃·伊萬娜夫娜
網上圖片
親愛的朋友柳霞：
我今天收到了你的來
信，非常感謝！也感
謝你寄來的明信片，
先鋒隊徽以及你們學
校的照片。請寄張你
的 照 片 給 我 。 我 15
歲，學習很好，生活
幸福。祝您身體健
康！再見！你的朋友
段春秀1962年

薩蘭斯
克是俄羅
斯莫爾多
瓦共和國
的首府，
這次承辦
了 2018 世
界盃的四
場比賽。
若不是世
界盃，這座城市很少會有中國人到來。
緣妙不可言。本屆世界盃，薩蘭斯克承
辦的四場比賽於 6 月 28 日全部結束，6 月 29
日，結束二十多天報道任務的央視報道團隊
準備返回莫斯科。這時，住在他們對門的一
位老奶奶，突然找過來說有東西要讓看一
下，老奶奶名叫柳德米拉·米特里切娃·伊
萬娜夫娜（簡稱柳霞）。
老奶奶拿出了兩封泛黃的信件，是 56 年

前她與一位來自中國湖南湘潭的女學生（音
譯為段春秀）的通信，兩人當時都在讀中
學，互為筆友。
俄羅斯老奶奶給段春秀寫過三封信，段
春秀給她回過兩封，還隨信附送了綢製毛主
席畫像、杭州西湖蘇堤春曉的明信片、產自
廈門的玫瑰香水紙等照片、1959年的1分錢
硬幣以及段春秀本人的照片。
後來，由於中蘇兩國關係變化，她們之
間的通信就中斷了。柳霞對這位中國筆友一
直念念不忘，幾次搬家，許多東西都丟了，
唯獨這兩封信及小禮物一直保存至今。56
年過去了，柳霞想知道這位中國筆友現在過
得怎麼樣。
央視俄羅斯世界盃薩蘭斯克報道團隊隨
後幫忙尋找，在「俄羅斯文學」、「俄語編
輯部」等微信公眾號的幫助下，段春秀當年
的同學看到了這則消息。最後終於找到了目
前退休住在江麓的段春秀，長期患病的段春
秀雖然對這件往事印象不深，但是能確認這
是自己年輕時的照片。
中國曾掀起過俄語熱，在那個年代，車
馬郵都很慢，泛黃的信紙，承載了兩位老人
半世紀的友誼。是世界盃，讓兩位老人於
56年後重新找到了彼此。
■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