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暴雨23日起連日襲擊南台灣，截至

昨日上午共造成7人死亡、116人受傷。與此同時，暴雨造成高雄、台

南、嘉義、屏東等多處水浸，上萬雞鴨豬鵝等牲畜死亡。根據台灣災害

應變中心統計，截至昨日中午12時止，共有約140萬隻雞、50萬隻鴨、

20萬隻鵝、7,000頭豬死亡。由於氣溫攀升，為了避免高溫導致疫情爆

發，台防務主管部門昨日出動多路官兵，前往南台灣多個牲畜場址消毒

清理，並徒手將雞屍放進袋中，準備銷毀。

台防務主管部門陸軍八軍團表示，39化
學兵群昨日上午已前往台南市鹽水區

番仔寮實施消毒作業，共出動30名兵力、
16具背負式消毒機，以及最新的化學裝備
MD-105重型消毒車實施消毒防疫。台防務
主管部門海軍也指出，已支援10吋抽水機
4部、6吋10部、膠舟4部及21名作業人
員，並徵調30部P100抽水機，分別由17
部貨車送往嘉義布袋、台南麻豆及鹽水等
地，徹夜進行抽水任務，截至昨日中午12
時，嘉義已抽水1,944萬加侖、台南抽水
120萬加侖。

蔡搭裝甲車勘災遭嗆
據台媒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25

日前往嘉義勘災，到達布袋鎮永安里時，
當地村民原以為她是來體察民情，卻沒想

到蔡竟然搭乘雲豹裝甲車試圖駛入災區，
期間還向受災民眾揮手致意、滿臉堆笑。
面對如此情景，多位村民「怒氣值」瞬間
爆錶，即要求她切身體驗百姓長年水浸的
感受，蔡英文這才涉水進入災區。
對此，台灣資深媒體人鄭師誠怒斥，坐

着裝甲車出來視察，是要擺駕大馬路讓災
民景仰嗎？
民進黨當局的危機公關團隊在相關報道

出爐的第一時間作出回應，民進黨「立
委」周春米表示，網絡上所流傳之影片，
是蔡英文與媒體一行搭乘車輛前往勘災的
畫面，隨後蔡也徒步涉水，全程穿着雨
鞋，何來規避涉水問題。此話一出，即遭
網友秒打臉，「有facebook直播影片了還
能說假話」、「影片都出來了，還說是假
的，睜眼說瞎話」。

對於民進黨當局自打耳光的說辭，台灣
自由作家洛杉基指出，蔡英文的「智囊
團」估計是腦袋秀逗了，誠心要讓蔡英文
丟人現眼，引起眾怒。
洛杉基點出，蔡英文的做法，簡直是在

人民的傷口上撒鹽，何苦來哉？最後難敵
眾怒，只好下來走走，順便展示她那雙
「名牌雨鞋」。總之，不來還好，來了只
會讓蔡英文「不識人間疾苦」的形象板上
釘釘。

暴雨襲南台灣 上萬家畜死亡
氣溫攀升恐釀疫情 出動官兵清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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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星紀寶如
獲「2018中華慈孝人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第四屆「中華慈孝文化論壇暨中國慈
孝人物頒獎盛典」昨日在杭州舉行，創辦
了台灣優質生命協會的台灣影星紀寶如昨
日榮獲「2018中華慈孝人物」稱號。
「我5歲就進入演藝圈，18歲為愛情

私奔，後又遭遇了丈夫意外身亡、大兒
子狂躁症、小兒子販毒的坎坷經歷，因
為找到了信仰，才沒有抑鬱終老。」紀
寶如坦言，正是參與慈善讓她看到了人
間的真情，也找到了人生的真諦。紀寶
如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2007年創辦
了台灣優質生命協會以來，上百位台灣
藝人已加入其中。「我們每年都舉辦不
售票的『愛傳承關懷公益演唱會』，邀
請社會上需要被關懷的弱勢族群及身心
障礙朋友至現場聆聽與欣賞，讓他們有
機會能親臨現場感受藝人朋友精彩的的
表演魅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推動的反核食、反空污、反深澳燃煤
電廠三項「公投」第二階段連署進入最後
階段。國民黨昨日表示，目前掌握的連署
書份數已突破40萬，將於近日送台灣
「中央選舉委員會」。
據「中央選舉委員會」預計，「公投」

若要綑綁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最
好於8月底前送交至少28萬1,745份的第
二階段有效連署書。國民黨日前曾用大貨
車將連署書從全台各地運回中央黨部。國
民黨表示，這兩天黨工於中央黨部整理連
署名冊，數量遠超過第二階段所規定的
28萬份，目前所掌握的連署書份數已突
破40萬，但詳細數字仍在計算中。國民
黨已規劃於29日前召開記者會，宣傳這
三項民生議題的「公投」案。待記者會結
束後，隨即將連署書送達「中央選舉委員
會」。國民黨表示，有十足信心年底這三
項「公投」案可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共同
投票。

國民黨「三反」連署
進入最後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新黨昨天
舉辦25周年黨慶。除了向外界介紹在雙北
所提名的10位議員參選人外，新黨主席郁
慕明也首度表態，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會
支持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

新黨昨天下午舉辦25周年黨慶活動，包
括馬英九、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國民黨
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國民黨「立委」
費鴻泰等人都到場致意。
郁慕明日前曾說過「有條件支持台北市

長柯文哲」，23日也在臉書上發表國民黨
表面喊團結，私下卻封殺新黨等言論。

意識形態與柯有距離
因此新黨在台北市長選舉這一局的態度引

發外界關注。郁慕明昨天在黨慶活動後接受
媒體訪問時表示，在意識形態上他與柯文
哲是有距離的，但是對兩岸的憂慮是一樣
的。而柯文哲對於「統」的程度，應該不
如丁守中。因此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新黨
支持丁守中，柯文哲是不會怪他的。至於
馬英九昨天是不是要幫丁守中滅火，他表
示都是外界揣測。他坦言國民黨跟新黨有嫌
隙，但不是很嚴重。國民黨做對的事，新黨
會支持，但該批評的會打開天窗說亮話。

郁慕明撐丁守中參選台北市長

■台灣南部連續多日暴雨，上萬家畜死亡。圖為官兵清理畜屍並消毒場地。 中央社

侍奉癱瘓家公逾十侍奉癱瘓家公逾十年年
江西好兒媳

今今年年4646歲的袁五秀是李山林場貫前歲的袁五秀是李山林場貫前
分場分場109109工區的一名炊事員工區的一名炊事員，，2121年年

前嫁入到恩前嫁入到恩江鎮傅家壩江鎮傅家壩，，與丈夫結婚與丈夫結婚
後後，，考慮到當時家公身體不好考慮到當時家公身體不好，，需要需要
有人照顧有人照顧，，體貼的袁五秀沒有要求分體貼的袁五秀沒有要求分
家家、、買房買房，，婚後的婚後的2121年裡一家人一直年裡一家人一直
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那時家公雖已中風那時家公雖已中風，，
但拄枴或者坐輪椅還是可以出門但拄枴或者坐輪椅還是可以出門走走
動動。」。」袁五秀說袁五秀說，，丈夫在外打工丈夫在外打工，，工作工作
繁忙繁忙，，一年很少回家一年很少回家，，自己又在林場工自己又在林場工
作作，，離家六七十里離家六七十里，，一下班就趕班車回一下班就趕班車回
來幫家婆照顧家公來幫家婆照顧家公。。

為家公洗腳餵飯為家公洗腳餵飯
然而然而，，20052005年家公的又一次患病年家公的又一次患病，，打打

破了一家的平靜破了一家的平靜。。老人因腦梗住進了醫老人因腦梗住進了醫
院院。。那段時問那段時問，，家婆的身體也很不好家婆的身體也很不好，，
袁五秀和丈夫一邊跑醫院袁五秀和丈夫一邊跑醫院，，一邊顧家一邊顧家
裡裡，，忙得團團轉忙得團團轉。「。「每天早上準備好早每天早上準備好早

飯和午飯飯和午飯，，讓家婆和女兒讓家婆和女兒、、兒子中午熱兒子中午熱
一下就能吃一下就能吃；；下午下班從場裡回到家下午下班從場裡回到家
後後，，趕緊做全家的晚飯趕緊做全家的晚飯，，然後到醫院照然後到醫院照
看家公看家公，，餵飯餵飯，，洗腳洗腳，，洗衣服洗衣服。」。」袁五袁五
秀說秀說，，那段時間雖然每天都很疲憊那段時間雖然每天都很疲憊，，但但
她的心裡還是感到很欣慰她的心裡還是感到很欣慰。。
遺憾的是由於各方面病情加重遺憾的是由於各方面病情加重，，最終最終

家公癱瘓了家公癱瘓了，，生活開始不能自理生活開始不能自理。。當時當時
為了生計為了生計，，袁五秀的愛人不得不又外出袁五秀的愛人不得不又外出
務工賺錢務工賺錢，，照顧家公的重任和承擔家庭照顧家公的重任和承擔家庭
的責任又一次落在袁五秀的身上的責任又一次落在袁五秀的身上。。吃喝吃喝
拉撒睡拉撒睡，，對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癱瘓老對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癱瘓老
人來說人來說，，照料的難度超乎想像照料的難度超乎想像，，袁五秀袁五秀
卻始終如一卻始終如一，，無微不至照顧家公無微不至照顧家公，，拋開拋開
世俗觀念世俗觀念，，每天早晚跟家婆一起幫家公每天早晚跟家婆一起幫家公
洗臉洗臉、、洗腳洗腳、、翻身翻身、、擦身子擦身子，，把屎把把屎把
尿尿。。除每日必須的清洗除每日必須的清洗、、鍛煉鍛煉、、按摩按摩，，
性格開朗的袁五秀還經常陪家公聊開心性格開朗的袁五秀還經常陪家公聊開心
的事情的事情，，變着花樣做好每一頓飯菜變着花樣做好每一頓飯菜，，讓讓
家公時時刻刻感到溫暖家公時時刻刻感到溫暖、、愉悅愉悅，，直到去直到去
世世。。採訪中採訪中，，林場的同事說林場的同事說，，雖然袁五雖然袁五
秀是一名炊事員秀是一名炊事員，，但工作非常踏實但工作非常踏實，，任任
勞任怨勞任怨，，盡心盡責盡心盡責，，在家公癱瘓那段時在家公癱瘓那段時
間間，，經常下班後騎經常下班後騎2020分鐘的單車到貫前分鐘的單車到貫前
村等回縣城的班車村等回縣城的班車，，風裡來雨裡去風裡來雨裡去，，沒沒

有絲毫怨言有絲毫怨言，，用誠用誠
摯的愛心和質樸的摯的愛心和質樸的
行動詮釋了行動詮釋了「「孝老孝老
愛親愛親」」的中華傳統的中華傳統
美德美德。。

與家婆相處無爭與家婆相處無爭
都說婆媳難相處都說婆媳難相處，，

袁五秀袁五秀卻與家婆親如母卻與家婆親如母
女女。。2121年朝夕相處年朝夕相處，，袁袁
五秀幾乎沒有和家婆紅五秀幾乎沒有和家婆紅
過臉過臉，，發生過爭執發生過爭執。。一一
起吃飯時總把好吃的菜起吃飯時總把好吃的菜
放到老人面前放到老人面前，，逛街時逛街時
總不忘給老人添置新總不忘給老人添置新
衣衣、、新鞋新鞋，，平時也經常平時也經常
給老人多買水果給老人多買水果、、保健保健
品補充營養品補充營養。。家婆每次家婆每次
和人說起袁五秀和人說起袁五秀，，都是都是
由衷地誇獎由衷地誇獎，「，「遇上這遇上這
樣的好兒媳樣的好兒媳，，真是福分真是福分
啊啊。」。」在她的感染下在她的感染下，，
孩子們也爭着孝順老孩子們也爭着孝順老
人人，，非常懂事非常懂事。「。「我對我的孩子也很愧我對我的孩子也很愧
疚疚，，沒照顧好她們沒照顧好她們，，但孩子們非常懂但孩子們非常懂
事事，，很理解我這個做媽媽的……很理解我這個做媽媽的……」」採訪採訪
時時，，談起自己的孩子談起自己的孩子，，堅強的袁五秀眼堅強的袁五秀眼
中噙滿了淚水中噙滿了淚水。。

這些年來這些年來，，每次出門都有人誇袁五秀每次出門都有人誇袁五秀，，
她總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她總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淡淡地說淡淡地說：：
「「人都有老的時候人都有老的時候，，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
的的，，作為子女作為子女，，哪有不孝順父母的道理哪有不孝順父母的道理，，
也是給自己的兒女做榜樣也是給自己的兒女做榜樣。」。」

提起江西省吉提起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恩江鎮金香社區傅家壩的袁五秀安市永豐縣恩江鎮金香社區傅家壩的袁五秀，，街街

坊鄰居們無不豎起大拇指開口稱讚坊鄰居們無不豎起大拇指開口稱讚：「：「這個女有本事這個女有本事，，人家十多人家十多

年不怕髒年不怕髒、、不怕苦侍奉中風癱瘓的家公不怕苦侍奉中風癱瘓的家公，，她的家公去年去世前都她的家公去年去世前都

還在誇她照顧得好還在誇她照顧得好；；不光對家公好不光對家公好，，對家婆也是非常貼心對家婆也是非常貼心，，這樣這樣

的好媳婦了不起的好媳婦了不起，，值得我們大家學習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中國江西網中國江西網

近日，上海一名49
歲的中年男子，由於高
血壓突發腦幹出血被醫
院判定為腦死亡，家屬
提出捐贈器官的意願。
按照相關規定隨機分配
後，在安徽合肥確定了
一名等待心臟移植的患
者。為了讓捐贈器官能
夠及時送到安徽手術室
順利移植， 24 日下
午，一架直升機帶着捐
贈器官，從上海抵達安
徽合肥，當地交警、醫
療等部門打開生命綠色
通道，全程護送。
經過 2 個小時左右

的飛行，當天下午5時26分運送
捐贈器官的直升機抵達合肥。據
了解，上海到合肥有400多公里的
路程，如果駕車需要6個多小時，
考慮到器官缺血時間對移植有效

性的影響，醫院選擇用直升機運送器官，來爭
取運送時間。受航線限制，直升機無法直接降
落到等待移植患者所在的醫院，又因為飛機降
落時恰逢晚高峰，轉運必經的道路較為擁堵，
醫院提前預判，和交警部門取得聯繫。捐贈器
官抵達合肥後，提前做好準備的交警一路疏解
交通、開道護送，5時51分，捐贈器官被順利
送進醫院手術室。 ■央視新聞客戶端

「銘記歷史，感恩先烈」——「滇軍抗戰」系
列公益項目日前在雲南昆明正式啟動，首次面向
海內外徵集滇軍遺物，同時將組織「滇軍抗戰」
專題巡展進校園、青少年志願講解員培訓等活
動。此次公益項目由雲南省博物館、雲南省青少
年發展基金會共同發起，為期3個月。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大地烽煙四起。自雲南出

發的六十軍將士與侵華日軍展開殊死一戰。雲南
省博物館「滇軍抗戰」系列公益項目負責人詹偉
說，出滇抗戰的將士們在血與火的淬煉中留下了
永恒的身影，凝固了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瞬間和
家國情懷。
為銘記滇軍抗戰歷史，項目實施期間，雲南省

博物館將重點收集和購買海內外藏家、滇軍後人
收藏的滇軍照片、書信、實物、文獻等各類歷史
遺物，並將用於即將啟動的《碧血千秋——滇軍
60軍出滇抗戰紀念特展》。
詹偉說，此次通過公益項目形式徵集到的滇軍

遺物，將作為博物館的永久收藏加以保護，有助
於未來面向公眾更好地展示那段歷史。■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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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首次徵集滇軍遺物

鄰鄰感感動動鄉鄉

■■袁五秀正在給林場職袁五秀正在給林場職
工做午飯工做午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袁五秀在幫家婆袁五秀在幫家婆
梳頭髮梳頭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每天不管多忙每天不管多忙，，袁五袁五
秀都要陪家婆聊天秀都要陪家婆聊天，，幫幫
她按摩有風濕病的手她按摩有風濕病的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