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

灣疾管部門昨日公佈，新增7宗當

地登革熱病例，其中6宗都跟台中

市開心農場有關，且有1宗為4歲女

童，為今年年紀最小個案。目前台

中集體感染案已增至13人，打破近

年中部集體感染紀錄。

台登革熱病例分佈情況
8月25日新增7宗
台中市 6宗
新北市 1宗

今年截至8月24日為止共計40宗
新北市 19宗（均為新莊區）

台中市 15宗

台北市 2宗

嘉義縣 2宗

桃園市 1宗

高雄市 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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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登革熱疫情升溫 再增7宗
6個案均涉中部農場 年齡最小者僅4歲

台灣衛生福利事務主管部門「疾病管制
署副署長」羅一鈞昨日下午表示，島

內新增7宗當地登革熱病例，分別為台中
市6宗、新北市1宗。

集體感染案13宗 台中破紀錄
其中台中市個案分別居住於大里區、南
區及東區，為3女3男，年齡介於4歲至70
多歲。4歲患者為女童，因持續發燒，目
前還在住院治療，她也是今年年紀最小的
登革熱個案。
羅一鈞表示，台中6宗個案中，4宗個案

在發病前曾有大里區東昇里開心農場及周
圍活動史或工作史，另2宗個案居住於大
里區祥興里，雖不曾到開心農場，但於潛
伏期內有到距開心農場約一公里地區活
動，研判屬同一波集體感染，該集體感染

相關個案累計13宗。

新北兩患者為同住家人
另新北市新莊區第19宗個案為瓊林里60
多歲男性，是已公佈的新莊區第18宗個案
（瓊林里50多歲男性）的同住家人，目前
仍於醫院治療中。
羅一鈞表示，目前觀察，新北市新莊區

疫情有趨緩跡象，但台中個案不排除還會
再增。據過去記錄，2015年在彰化也曾發
生集體感染案，有11人感染，目前台中市

的集體感染案已超越彰化記錄，是少見的
中部集體感染。
大雨不斷，可能不利登革熱防治。羅一

鈞表示，大雨過後的48小時內為清除孳生
源的黃金時間，因蚊子可能快速產卵、孵
化，若沒有及時清除，可能增加疫情擴散
風險，拜託民眾務必配合孳清。
至於兒童感染登革熱，羅一鈞說，兒童

感染登革熱後的4到6天為危險期，但兒
童的重症風險比成人小很多，相對來說較
不危險。但因小朋友出現發燒、合併頭痛

症狀等，往往用哭鬧不安、焦躁來表現，
家長不見得會想到登革熱；也可能因為合
併腹瀉誤診為腸胃炎。
羅一鈞說，家長若發現小孩被蚊子叮過

後，出現發燒、頭痛等症狀，仍應提高警
覺。若到有蚊蟲出沒處，應穿長袖、長
褲、使用防蚊產品。
今年截至8月24日台灣共計40宗登革熱

當地病例，個案居住地分別為新北市19宗
（均為新莊區）、台中市15宗、台北市及
嘉義縣各2宗、桃園市及高雄市各1宗。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新社及台媒報道，受熱帶性低
氣壓影響，台灣中南部連下兩日暴雨。截至昨日，已
造成6人死亡，數萬戶停電。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
「農委會」昨日發佈新聞稿表示，截至上午11時，農
業產物估計損失約2.18億元（新台幣，下同，約逾
5,700萬港元），其中以嘉義縣損失1.75億元最為嚴
重，其次是台南市、雲林縣，以及高雄市和屏東縣。
農產損失部分，估計損失金額3,062萬元，農作物

被害面積1,630公頃，損害程度12%，換算無收穫面
積188公頃。受損作物主要為西瓜、花生及其他蔬

菜、香蕉和食用玉米等。畜產損失金額總計9,848萬
元，漁產損失估計金額8,926萬元。
此外，受災情影響，各地菜價上浮。高雄傳統市場

葉菜價格瘋漲，原本一把20元的空心菜，翻漲一倍要
40元。台當局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當日介紹，電力方
面，經台電積極搶修，目前僅剩下約百戶未復電，全
台供水已恢復正常。此外，鐵公路運輸方面也已恢復
正常。
南台灣汪洋一片，多處傳出災情。繼台灣地區行政

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發表對災民的不當言論後，台

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前晚又在臉書貼出開心聽音樂會
的照片，結果招致網友罵聲一片。

蔡網貼音樂會照挨罵
網友在蔡英文臉書底下留言「南台灣汪洋一片——

哀鴻遍野——妳還在狗屁音樂會！！不簡單！！冷血
動物！！」「南部人苦哈哈，妳竟然還笑喜喜，真
是人民的悲哀。」「關心下中南部的災情好嗎？
台南有個老人家在自家裡淹死了，你們還在歌舞
昇平」。

中南部暴雨釀6亡 農損料逾2億新台幣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前
領導人馬英九昨日出席二戰研討會時表示，
民進黨當局修訂高中課綱草案，將中國史納
入東亞史，這是「去中國化」，他期盼大家
能夠撥亂反正。
馬英九當天出席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第二次

世界大戰研討會時作上述表示。馬英九
說，近年兩岸對於抗戰史研究非常熱絡，
但他也發現，台灣年輕人越來越不了解
該段歷史。
他指出，抗戰勝利70周年時，當局曾舉

辦一系列紀念活動，讓全民更了解抗戰歷
史。但民進黨上台後，兩年多來，沒有聽過
官方提到「抗戰」二字，如今更打算修改高
中課綱草案，規劃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這
是推行「去中國化」。相信在座史學家都
與他一樣擔心，今天所談到的這些歷史，
未來年輕人可能都學不到，他期盼當局撥
亂反正。
在場人士提問，2020年領導人大選之後，

課綱有沒有機會改寫回來？馬英九回答，這
些都有可能改變，也要看當事人的良心。

歷史課綱「去中國化」
馬英九促當局撥亂反正

■■南台灣遭南台灣遭「「雨彈雨彈」」狂轟狂轟，，造成多處淹造成多處淹
水水。。圖為嘉義民眾被救助撤離圖為嘉義民眾被救助撤離。。 中央社中央社

■台灣文化與教育研究學會在台北舉行「反
去中國化歷史課綱記者會」。 中新社

■■台灣登革熱疫情升溫台灣登革熱疫情升溫，，昨日再昨日再
增增77宗宗，，其中其中66宗均涉台中大里宗均涉台中大里
開心農場開心農場。。圖為台中市政府展開圖為台中市政府展開
大規模噴藥防治大規模噴藥防治。。 中央社中央社

就讀於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臨床醫學的24歲博士生杜鼎夫，24日下午2點在

湖北武漢市中心醫院造血幹細胞採集室裡經過4個多小時的緊張採集，成功捐獻200

餘毫升造血幹細胞。隨後這些生命種子被緊急送往北京，拯救一名「70後」白血病

患者的生命。杜鼎夫是湖北第351名捐獻造血幹細胞的志願者，也是華中科技大學第

24名捐髓大學生。 ■《湖北日報》微信公眾號

華科大博士捐髓華科大博士捐髓
救北京血癌患者救北京血癌患者

■■黃智冬正認真黃智冬正認真
雕刻雕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製作龍舟頭是一項古老的技藝。廣
東東莞萬江的16歲少年黃智冬無師自
通，癡迷於做龍舟頭和麒麟頭模型，
「大概是從小就喜歡看龍舟頭，長大
以後就一直想自己製作出來，一路摸
索就到了現在。」黃智冬是個名副其
實的傳統文化愛好者，他的大部分時
間都花在製作龍舟頭、麒麟頭模型
上。

五年級暑假開始雕刻
究竟是何時喜歡上了龍舟？黃智冬
說，因為他很小的時候就跟着父親看龍
舟，大約是幼兒園時期就喜歡上了龍
舟。黃智冬從那時就開始畫龍頭，直到
五年級的暑假某天，他看到一塊木頭邊
角料，突然想為什麼自己不雕一個龍舟
頭的模型呢？就這樣，一塊邊角料，一
把美工刀，黃智冬開始了探索做「龍
頭」之路。為了做出這些龍舟頭，他有
時會特地跑去請教一些老師傅，也會把
龍舟賽上自己喜歡的龍舟頭拍下來。對
於兒子喜歡做龍舟頭，黃智冬的父母還
是支持的。黃智冬說，父親有時會幫他
找木料，而母親在他不小心被刀劃到
時，也強忍着心疼，支持兒子繼續製
作。

做龍舟頭賺第一桶金
有意思的是，做龍舟頭還給黃智冬挖

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2015年，來自
廣州的龍舟愛好者在微信上看到了他的
作品，執意要訂購4個迷你龍頭來收
藏。黃智冬說，那4個迷你龍頭他全神
貫注地做了整整兩周，寄給客戶後便收
到了200元（人民幣，下同）酬金。
「200元買不了什麼，但讓我堅定了深
入摸索、改良工藝的想法。」黃智冬
說。此後他更加積極地探索龍舟頭模
型，從圖紙、做工、材料一一改良，製
作出的作品也越來越生動。 ■中新網

在2014年華中科技大學組織的一次
無償獻血活動中，杜鼎夫加入了

中華骨髓庫。今年6月8日，杜鼎夫接
到湖北省紅十字會骨髓庫通知，他與北
京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得知
能夠有機會挽救另一個人的生命，杜鼎
夫「當時真的是意外又驚喜」。

捐髓獲家人支持
「我們去找他進行高分辨檢測時，他
正在進行臨床課題實驗，接到我們的電
話，二話沒說爽快答應。」湖北省紅十

字會骨髓庫工作人員回憶，杜鼎夫從實驗
室跑下來時，身上的實驗服裝都沒來得及
脫，午飯也沒吃，手裡卻已經握着自己主
動抽取的兩管血，「我們當時心裡就一個
感受——溫暖。」7月31日，杜鼎夫通過
了高配並且體檢合格。「家裡人原本還
有些擔心，可我是學醫的，很清楚捐獻造
血幹細胞對身體無害。我只稍作解釋，家
人就一致表示支持。」杜鼎夫說。
「我們之前根本不認識，但因為都熱

衷於這樣一件公益事業，感覺就像認識
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樣，沒有絲毫陌生

感。」劉洋是湖北省第225例捐獻造血
幹細胞志願者，他介紹說，大家建立了
多個造血幹細胞捐獻者群，專門為有捐
獻意願的志願者提供解答服務和經驗介
紹。「在群裡面，大家都非常熱心，這
項事業將來一定會越來越紅火。」

庫容未滿足需求
對於高危白血病患者而言，造血幹細

胞移植使他們獲得新生的希望。據了解，
全國已有超過60%的血液病患者找到了
與自己配型成功的骨髓，越來越多的患者

因此獲救。湖北省紅十字會骨髓庫工作人
員介紹，截至目前，中華骨髓庫湖北分庫
的庫容已近10萬人份，成功捐獻造血幹
細胞人數350例。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加入
了中華骨髓庫，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捐
獻造血幹細胞存在着誤解，認為造血幹細
胞移植就是「鑽骨抽髓」，因而對這一善
舉望而卻步。據介紹，目前全國每年新增
4萬白血病患者，庫容還遠遠滿足不了需
求。即使配型捐獻成功，受捐者也有可能
會出現排異、感染等反應，所以並非所有
的受捐者都能治癒。

■■杜鼎夫正在進杜鼎夫正在進
行造血幹細胞採行造血幹細胞採
集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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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以
下簡稱「智博會」）8月23日至25日
在重慶舉行，阿里巴巴、科大訊飛等
10多家企業聯袂打造了一座4萬餘平方
米的「智慧小鎮」，呈現出了未來5至
10年的智能生活場景。
8棟精緻的小木屋和3個由貨櫃改建

而成的展廳在草坪上錯落有致，漆黑
發亮的柏油路上不時有無人駕駛汽車
來往穿梭，這裡是此屆「智博會」打
造的特色展區「智慧小鎮」。進入大
門往右，便是建設銀行打造的「智慧
銀行」。走進營業廳，外形頗萌的智
能迎賓服務機械人主動詢問香港文匯
報記者要辦理什麼業務。現場工作人
員介紹，機械人扮演了大堂經理的角
色，會根據客戶需求進行現場引導。
在機械人的帶領下，香港文匯報記者
來到智慧櫃員機前，通過「刷臉」、
綁定銀行卡等程序，無須用卡便可取

出現金，整個過程不超過1分鐘。據
了解，目前該系統已在重慶解放碑支
行等營業廳得到實際應用。

「智慧家庭」全面智能化
走進海爾公司打造的「智慧家

庭」，通過「刷臉」或指紋識別開門
後，室內的燈和窗簾自動打開。客廳
裡，「開機，CCTV-1……」隨着工作
人員的現場指令，電視機自動進行調
整。走進廚房，一台電冰箱顯示屏上
有菜品推介、食材管理、娛樂設備等
界面。工作人員介紹，這台冰箱不僅
能智能配菜，還可以讓人在做菜時邊
聽音樂或看電視。廚房裡還有點燃爐
氣灶便自動打開的抽油煙機、漏水自
動報警的水槽、以及遠程遙控煮飯的
電飯煲。進入臥室，窗簾、燈光會自
動關上，中央空調和除濕器也會自動
調整到適宜人睡眠的狀態。更神奇的

是浴室，當主人沐浴時，浴室會自動
調節水溫、自動除濕，離開浴室則進
入乾衣模式；馬桶也實現了智能化，

能根據人體排泄物進行分析，給主人
提供身體健康和飲食方面的數據或建
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重慶報道

■■小朋友與學習機械人互動小朋友與學習機械人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攝

智慧小鎮展現未來生活場景智慧小鎮展現未來生活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