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狂風暴雨昨日襲擊南台灣，由於雨

勢又快又急，許多馬路瞬間變成汪洋一片，車輛拋錨路中。不少南

部網友直呼：「高雄雨炸成這樣，還不能放豪雨假？」還有網友向

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求救說：「能提供台南游泳圈

嗎？快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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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擊金門」60周年 昔日戰火變愛火

暴雨襲台灣南部 馬路變汪洋
網友在賴清德臉書求救：「快撐不住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
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昨日表
示，兩岸關係走近、走實、
走好，是民心所向、民意所
在。阻撓破壞兩岸交流，企
圖割裂兩岸歷史文化連結，
搞「去中國化」、「台獨」
分裂活動，迫害打壓反對
「台獨」、支持統一的正義
力量，故意製造事端、歪曲
事實，挑動兩岸同胞對立，
損害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是不能得逞的。
劉結一在出席第21屆京

台科技論壇開幕式時作出上
述表示。他說，讓兩岸更美
好，是「兩岸一家親」、
「兩岸命運共同體」等重要
理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多
年來，我們緊扣台胞台企需
求，努力為台灣同胞分享大
陸發展機遇創造有利條件，
為台灣同胞辦實事、做好
事、解難事，持續推出一系
列政策舉措。今年2月，我

們發佈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31條措施」。最近，我們實現了
福建向金門供水，取消了台灣同胞來
大陸就業需辦理專門就業許可，並將
製發台灣居民居住證，這些舉措得到
了廣大台胞普遍肯定和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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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清晨，由於受低氣壓影響，南台
灣狂風暴雨。台灣氣象局表示，截

至上午10時40分，高雄市林園區時雨
量高達108毫米，高雄市前鎮區也達
105.5毫米，台南、屏東的時雨量也逾
60毫米、70毫米。台灣水利主管部門針
對台南、高雄、屏東及宜蘭發佈一級淹
水警戒，苗栗、台中、台南、屏東的水
庫也達放流警戒。

台南逾三分一區列一級淹水警戒
由於豪雨不斷，據台南市政府統計，
截至中午12時30分，全市37個行政區
中，已有11個（逾三分之一）列為一級
淹水警戒。截至中午12時，台南有5座
橋樑及一條道路因暴雨水位急漲須封
閉。台南市歸仁區一座教養院上午11時
40分需進行預防性撤離，社會局已安置
街友43人。
高雄市中華地下道周邊道路，水淹至
腳踝，不少電單車都泡在水裡，甚至有
傳出汽車滅頂的嚴重災情。

超大豪雨等級像「水炸彈」
台灣氣象局提醒民眾，這次風雨是屬
於超大豪雨等級，尤其南部就像「水炸
彈」般，呼籲民眾外出要多加注意。
高雄市民紛紛在臉書貼出災情，從高
處鳥瞰高雄前鎮小港地區，幾乎變成汪
洋一片。部分網友崩潰直呼：「高雄雨
炸成這樣，還不能放豪雨假？」還有網
友在賴清德的臉書上留言，喊他「趕快
回台南治水」；還有人求救說：「能提
供台南游泳圈嗎？快撐不住了……」
有不少南部網友在網上討論平台PTT

上抱怨，「半個高雄都淹水」、「這會
宣佈停班停課嗎？」、「台南永康（的雨
水）現在根本用倒的」、「高雄風雨大到
停在碼頭的船都被吹走了」。
緊鄰高雄的屏東縣昨日也大雨不斷。

牡丹水庫上午11時開始調節性放水，放
水量每秒30立方米。據氣象局資料，
這波降雨時間將拉長到今明兩天，可能
對屏東帶來較大量的降雨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受強風大雨影響，台
灣高雄港沿岸昨日有5艘外籍貨輪擱淺，共有66人待
援。雖然人、船暫無危險，但由於風浪太大，導致搜救困
難。5艘貨輪中除一艘為帛琉籍外，其餘均為巴拿馬籍。
台灣當局海巡署南部分署指出，目前5艘擱淺貨輪及
66名船員尚無危險，其中一艘船隻疑似有漏油情形。由
於現場風浪太大，搜救人員無法靠近救援。海巡署艦艇
與空中勤務總隊直升機正在待命，待風雨變小後就即刻
展開救援。高雄市海洋局等相關單位也將待風浪轉小後
處理船隻漏油問題。

5外籍貨輪高雄外海擱淺66人待援

1958年「炮擊金門」
戰役（台灣方面稱「八

二三炮戰」）發生時，洪水平還沒出生。這
一年，他的父母在炮聲中結緣。一個是23
歲的民兵，負責運送炮彈；一個是18歲的
護士，幫忙包紮傷員。在福建晉江圍頭村，
這對年輕情侶經歷了戰火考驗。
這一年，與圍頭村一水之隔的金門島上，

小學生王再生看到家裡突然來了好多軍人，
他們把客廳當成排部，把門板拆了當床鋪。
8月23日，炮戰開打那天，王再生還懵懵懂
懂地跑到屋檐上「看熱鬧」。
轉眼一甲子過去。昨日上午，紀念「炮擊

金門」戰役60周年活動在圍頭村舉行。當
年的支前民兵、參戰老兵會聚於此，見證講
述「炮擊金門」故事的《戰爭與和平》紀念

特刊首發。紀念特刊裡，記載了洪水平「民
兵之家」的故事：出生於1961年的他三四
歲就隨着父輩上「戰場」，稍大點兒就拿着
竹竿模仿大人打靶……
當時，圍頭這個不到3平方公里的小漁村落下

5萬多發炮彈，由此得名「海峽炮戰第一村」。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

台灣同胞書》，鄭重宣示爭取祖國和平統一

的大政方針，兩岸關係開始走向緩和。隨着
兩岸恢復交流，圍頭村有了新的名字——
「兩岸通婚第一村」。

村內現有兩岸夫妻146對
8月17日，村裡兩年一度的「七夕返親

節」迎來第五屆。作為圍頭村黨支部書記，
洪水平自豪地介紹，圍頭目前共有146對兩
岸夫妻，其中嫁過去137人，娶過來9人。
「戰火變煙火，圍頭新娘已成為兩岸一家親
最鮮活的見證。」他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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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籍貨輪帛琉籍貨輪「「飛龍飛龍」」號擱號擱
淺在高雄港外淺在高雄港外。。 中央社中央社

■■劉結一劉結一 中央社中央社

■■台南多處積水台南多處積水，，消防局出動橡皮艇消防局出動橡皮艇
撤離幼兒園學生撤離幼兒園學生。。 中央社中央社

■福建晉江「八二三」圍頭戰地公園。
網上圖片

中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研究員李淳帶領的國際研究所研究員李淳帶領的國際

研究團隊發現研究團隊發現，，這正是長期以來古這正是長期以來古
生物學家苦苦找尋的生物學家苦苦找尋的「「承上啟下承上啟下」」
的原始龜類化石的原始龜類化石，，填補了龜類早期填補了龜類早期
演化中演化中「「缺失的一環缺失的一環」。」。
由於現生龜類有甲殼由於現生龜類有甲殼，，沒有牙沒有牙

齒齒，，有着厚厚的角質喙有着厚厚的角質喙，，而當今生而當今生
物界只有鳥類和龜類才有角質喙物界只有鳥類和龜類才有角質喙，，
伴隨着角質喙出現的現象之一伴隨着角質喙出現的現象之一，，即即
牠們的口腔裡都沒有牙齒牠們的口腔裡都沒有牙齒。。因此因此，，
始喙龜身上既有角質喙始喙龜身上既有角質喙，，又有部分又有部分

牙 齒 的牙 齒 的
「「混合混合」」
形態形態，，成成
為古生物為古生物
學家最感學家最感

興趣的部分興趣的部分。。
而人們曾經認為的最古老陸生龜類而人們曾經認為的最古老陸生龜類

化石化石——三疊紀末期的原顎龜三疊紀末期的原顎龜，，看起看起
來已經和現生龜類來已經和現生龜類「「幾乎完全一幾乎完全一
樣樣」，」，比如有背甲比如有背甲、、腹甲腹甲、、沒牙齒沒牙齒。。
「「這說明這說明，，在距今超過在距今超過22億年的時間億年的時間
裡裡，，龜類的身體模式基本沒有變化龜類的身體模式基本沒有變化，，
而此前也看不到這些特徵產生的過渡而此前也看不到這些特徵產生的過渡
環節環節，，這太奇怪了這太奇怪了。」。」李淳說李淳說。。

顯示進化複雜性顯示進化複雜性
李淳的科研團隊李淳的科研團隊20082008年在貴州關年在貴州關

嶺同一個海相泥灰岩中發現的半甲嶺同一個海相泥灰岩中發現的半甲
齒龜齒龜，，就是一個有牙齒就是一個有牙齒、、有腹甲的有腹甲的
龜龜；；20152015年年，，德國發現的羅氏祖龜德國發現的羅氏祖龜
有着滿口牙齒有着滿口牙齒，，是迄今世界上最古是迄今世界上最古
老的龜類化石老的龜類化石。。這些發現證明這些發現證明，，龜龜

類起源於雙孔類類起源於雙孔類，，和蜥蜴和蜥蜴、、鱷鱷
魚及恐龍等同屬一個支系魚及恐龍等同屬一個支系。。
約約22..2828億年前的始喙龜億年前的始喙龜，，正好處在正好處在

系統發育樹上羅氏祖龜和半甲齒龜之系統發育樹上羅氏祖龜和半甲齒龜之
間間。。牠進一步澄清了龜類特殊身體模牠進一步澄清了龜類特殊身體模
式產生的過程式產生的過程，，但是又提出了新的問但是又提出了新的問
題題：：如果說始喙龜已經呈現出如果說始喙龜已經呈現出「「牙齒牙齒
退化退化、、角質喙產生角質喙產生」」的過渡狀態的過渡狀態，，為為
何後面的半甲齒龜還有牙齒何後面的半甲齒龜還有牙齒？？
「「生命進化不是線性的生命進化不是線性的，，有時會有時會
有鑲嵌進化的現象存在有鑲嵌進化的現象存在。」。」李淳李淳
說說，，就像就像「「黑馬黑馬」」進化成進化成「「白白
馬馬」，」，中間形態是中間形態是「「黑白相間黑白相間」」的的
「「斑馬斑馬」，」，而不是而不是「「灰馬灰馬」。」。
「「始喙龜和半甲齒龜這種看似矛始喙龜和半甲齒龜這種看似矛

盾的進化關係盾的進化關係，，顯示了龜類演化初顯示了龜類演化初
期的高度複雜性期的高度複雜性。」。」李淳說李淳說。。

作為來自中國的原始龜類化石，始喙龜和半甲齒龜甚至還
處在同一個海相地層中，相距不遠。這是不是意味着三疊紀
晚期，貴州關嶺地區是一片海洋，而牠們是海龜呢？
「從始喙龜來看，其骨骼特徵顯示牠並非長期生活在海洋
中，而很可能是在海濱近岸的河口地帶，是水陸兩棲生活，
且有掘穴的習性。」李淳說。此外，一些其他陸生動物的化
石證據也顯示關嶺地區當時很可能是一片陸海交織之地。
始喙龜的發現頗具戲劇性。李淳在籌建中的三亞海洋古生

物博物館藏品中偶然注意到這件化石，隨即帶課題組進行了
長達一年的化石修復和野外調查，方才「驗明正身」。
在該研究團隊給出的「復原圖」上，由於始喙龜的背甲、
腹甲均未形成，牠看起來完全不像現生龜類，更像海裡恐龍
的「親戚」。誰能想到牠會在其後歲月裡「特立獨行」到今
天呢？李淳說，「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證明龜類漸變
的化石證據會愈來愈多。」

龜類進化一直是令古生物學家着迷的研究領域。在貴州出土

的一件距今2.28億年的龜化石—中國始喙龜，是已知最早出

現「喙」的原始龜類，但其上、下頜的後部仍保留有牙齒，呈

現出「牙齒退化，角質喙產生」的過渡狀態，進一步明確了龜

類早期演化中的階段性特徵，填補了該類群系統發育中缺失的

一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領導

的國際合作團隊的相關研究成果刊發在23日

的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自然》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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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喙龜頭骨復始喙龜頭骨復
原圖原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繼半甲齒龜之後關
嶺出現的又一種重要
早期龜類化石——始
喙龜化石。 網上圖片

在粵經商的37歲外籍青年謝里夫（Sherif
ElGazzar）因病在穗離世，但他的生命跨越
國界，以另一種方式得到了延續—謝里夫
捐出的心臟、肝臟、雙腎，將至少幫助4名
患者重獲新生，相關捐獻、移植手術於昨日
完成。這是廣東省首宗外籍人士多器官捐
獻，內地第10宗。
記者昨日從廣州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了

解到，謝里夫是希臘、埃及雙重國籍人士，
近年一直在廣東中山經商。本月17日晚，在
廣東江門出差的他，洗澡時突然倒地，神志
不清，並出現抽搐、嘔吐，被送往當地醫院
就診，後於18日轉入廣州珠江醫院。然而由
於病情危重，最終離世。
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謝里夫姐姐與

遠在異國的家人商量後，決定捐獻弟弟的
器官。

謝里夫姐姐說，我們都相信此決定是正確
的，謝里夫是個特別善良、陽光的大男孩，
他總是會細心照顧別人的感受、希望把最好
的東西給身邊的人。

手術順利完成
22日中午，在希臘駐廣州領事館總領事格

里高利·塔西奧普洛斯（Grigorios Tassiopou-
los）、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
李勁東和謝里夫摯友的見證下，謝里夫姐姐
簽署了弟弟的器官捐獻協議。
當晚10時30分，在珠江醫院手術室，謝

里夫的器官獲取手術順利進行。他捐出的心
臟、肝臟、雙腎，將挽救4位生命垂危的中
國患者。
據了解，謝里夫捐出的兩個腎臟，於昨日

清晨5時許在珠江醫院分別移植進一位50多

歲的男性尿毒症患者與一位30多歲的女性腎
衰竭患者體內。謝里夫的肝臟通過網絡配
對，移植給了一位46歲慢性乙型重型肝炎、
肝衰竭患者，目前移植手術也已順利完成。

■中新社

捐器官救4人 洋青年在華「延續生命」

■廣州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醫務人員在手
術內鞠躬感謝37歲外籍青年謝里夫（Sherif
ElGazzar）。 中新社

昨日，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指導，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四川省人民政府、陝西省人民政府和甘肅省人民政府主辦的首屆中國大熊貓
國際文化周開幕式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舉行。據了解，此次文化周以「熊貓文化，
世界共享」為主題，設有「大熊貓保護研究成果主題展」、「大熊貓文化藝術展」、
「大熊貓文化彩燈展」等主題展覽。圖為觀眾參觀文化周展覽。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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