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夜襲高雄 倉促停班停課
網民怒轟：都出門了才宣佈！市長終於睡醒了！

台海岸垃圾料可裝滿兩千車

台青「登陸」謀職
當局發函清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受低壓及西南氣流影響，台灣高雄27日深夜至昨

日凌晨大雨不斷，多地出現嚴重淹水，居民一夜難眠。然而高雄市政府直到昨日清

晨6時許才緊急宣佈全市停班停課一天，引發市民不滿，不少民眾湧入該市代理市

長許立明臉書（Facebook）怒罵「都出門了才宣佈」、「市長終於睡醒啦」，不滿

之聲灌爆網頁。

■台調發現海廢垃圾多達將近1,424.7萬公升，其中多為
塑膠、發泡膠及廢棄漁具。 中央社

■高雄萬壽山橋前道路因暴雨發生嚴重塌陷，場面觸目驚心。 中央社

西南氣流強烈，台灣南部仍持續
降下暴雨，各地積淹水災情不

斷。
據台灣教育部門統計，截至昨天

上午11時，受災校數503校，災損
金額初估 2億 3,897 萬餘元（新台
幣，下同）。
學校受災以台南市158校較多，高雄

市134校次之，雲林縣81校再次之；
金額目前則以嘉義縣1億745萬餘元較
多，高雄市災損4,474萬餘元次之，台
南市災損3,498萬餘元再次之。

暴雨猛灌停車場
據氣象局網站顯示，高雄鳳山地
區時雨量一度達到84毫米，部分街
道積水百公分，除了平地積水，壽
山千光路一帶有土石崩落，還有多
處滯洪池滿溢致周邊道路淹水，災
情狀況不斷。
各地網友不斷在臉書上更新暴雨

實況，一名網友在臉書《爆廢公
社》貼出高雄大遠百威秀影城地下

停車場淹水的影片，停車場入口階
梯不斷遭暴雨湧入，形同雨瀑。
更有大批民眾湧入高雄市代理市

長許立明臉書，洗版炮轟「高雄人
怎 麼 睡 得 着 ？ 」 「 市 長 起 床
囉！」。

昨晨6時方通知
但據媒體報道，許立明從27日晚

10時在臉書貼文表示關心災情之
後，就一直沒有任何回應。
直到昨日早上6時12分，高雄市
政府才宣佈停班停課，民眾紛紛痛
批許立明。
面對市民的強烈不滿，據稱，許
立明昨日上午主持豪雨災害應變會
議時說明，高雄市清晨兩波降雨造
成市區近200處積水，市府相關單位
緊急通報封路及應變；市府亦於清
晨6時許考量上班上課尖峰時段可能
影響安全，所以宣佈停班停課。他
表示，了解倉促宣佈停班停課造成
市民不便，願意為此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
灣的海岸有多髒？綠色和平與荒野保
護協會昨天公佈今年7月啟動的第一
次全台本島海岸垃圾快篩調查結果，
以90公升大型垃圾袋計算，推估海廢
垃圾多達將近16萬袋，約等於1,424.7
萬公升，相當於2,000輛垃圾車滿載的
量。
荒野保護協會海洋守護專員胡介申
說，快篩是針對台灣本島海岸線，每
10公里劃出1個測站，共有121個測
站，總距離約11.9公里，佔台灣本島
海岸線的1%。

綠色和平海洋專案主任顏寧表示，
海岸快篩調查是由一群受過專業訓練
的調查員直接在海岸線上，以步巡方
式和視覺目測快速評估海岸線垃圾
量、海洋污染程度及類型。
顏寧說，今年首次檢視所有測站的

海廢，加起來有1,583袋容量90公升
的大型垃圾袋，換算全台海岸線是15
萬8,300袋。

塑膠瓶罐最常見
本次調查中，最常見的海洋垃圾是

塑膠瓶罐，其次是發泡膠與廢棄漁具

（如漁網繩索、漁業浮球），其中不
乏卡在海堤、水泥消波塊而難以移除
的垃圾。
顏寧提到，韓國政府10年前就參考
快篩數據，將清理資源投注在10%海
岸線，並輔導養殖業替換掉發泡膠，
長期下來海廢發泡膠體積減少5成，
發泡膠浮具回收率從 28%提升到
80%。
胡介申表示，這次快篩調查發現台

灣本島56%的海廢集中在10%的海岸
線，不在熱門清理地點，政府應加強
針對此類「海廢死角」的清理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
灣當局近日發函清查35名於大陸擔任社
區主任助理（社助）的台青，台灣陸委會
昨日表示支持相關部門做法。輿論認為當
局作法添反感，只會加速台青外逃。
近日有多名在大陸擔社助的台青收到台

灣內政事務主管部門以「一般公務機密」
方式來函，稱擔任社助一職，疑似涉有違
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
定，須填具意見調查表，釐清是否違法。
該部門民政司坦言，的確有請相關人士
說明，但只是要了解當事人實際任職的屬
性及工作內容，作為後續是否違反相關規
定的判斷參考。目前僅就事實了解進行釐
清，還談不上是否有具體違法。
接到調查的台青認為，相關工作信息當

局早已掌握，多此一舉只會徒增不安。台
媒評論，民進黨反其道而行，只會加速台
青西進的腳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經營花
蓮、香港直飛航線的香港快運航空公司
（HK Express）昨日宣佈，將於今年10
月27日起暫停此航線業務。
2016年 12月，香港快運航空開啟花

蓮、香港直飛航線。此航線初期每周兩趟
往返班次，高峰期增至每日均有往返班
次、搭乘率在七成以上。
花蓮於今年2月發生地震，此後，該航

線搭乘率大幅下降，曾出現一班次僅20
名乘客的境況。今年7月起，香港快運也
將航線往返班次下調為每周四班。該航空
公司昨日在官網表示，10月 27日前花
蓮、香港所有直航航班都不會受到影響。
該航空將向所有受影響之旅客提供下列

三項安排選擇：更改出發日期，改乘於
2018年10月26日或之前出發往來香港與
花蓮之航班（毋須支付機票差額）；或更
改航點，選擇乘搭該航空其他航線，必須
於2019年4月30日或之前出發（旅客須
支付相關票價差額）；或全額退款。
此外，台灣中南部近日豪雨成災，導致

南投阿里山林業鐵路本線（嘉義至十字路
段）出現19處損壞。據中央社報道，經
搶修，鐵路已完全修繕，將於今日起恢復
正常行駛；另外祝山線、神木線及沼平線
已分別於26日、27日恢復行駛。

香港花蓮直航10月底停飛

清華「摳門」教授：

千萬捐助兩千學子千萬捐助兩千學子
仙逝四年方為人知仙逝四年方為人知

「「我我愛教書愛教書，，最高興的時候最高興的時候，，就是講就是講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別人聽懂了別人聽懂了。」。」趙家趙家

和說和說。。

兢兢業業兢兢業業 屢次調動屢次調動「「拓荒拓荒」」
本以為就可以這樣安靜地在清華園中本以為就可以這樣安靜地在清華園中，，教教
書育人做一輩子書育人做一輩子，，誰知這個被稱為誰知這個被稱為「「清華園清華園
裡頂級聰明的人裡頂級聰明的人」」卻迎來三次調動卻迎來三次調動，，每次都每次都
因為學校新建了專業或機構因為學校新建了專業或機構，，需要人帶頭需要人帶頭
「「拓荒拓荒」。」。19771977年負責籌建電化教育中年負責籌建電化教育中
心心，，19791979年被調到科研處幹管理年被調到科研處幹管理，，19851985年年
5151歲的他又再次歲的他又再次「「轉行轉行」，」，負責清華第一個負責清華第一個
非理工科學院非理工科學院，，經管學院的籌建經管學院的籌建。。
除了無怨無悔除了無怨無悔，，兢兢業業兢兢業業，，這位教授最這位教授最
大的特點卻是眾人嘴裡的大的特點卻是眾人嘴裡的：「：「摳門摳門」。」。
一美元買的化纖毛衣他穿了一美元買的化纖毛衣他穿了1010多年多年，，家家

裡十幾年從來沒變樣裡十幾年從來沒變樣。。退休後他被深圳一退休後他被深圳一
知名企業聘為顧問知名企業聘為顧問，，待遇優厚待遇優厚，，可他還自可他還自
帶鋪蓋帶鋪蓋、、炊具炊具，，租住在普通的民房裡租住在普通的民房裡。。人人
人都知道這位老教授很節儉人都知道這位老教授很節儉，，卻沒人知道卻沒人知道
為什麼為什麼。。
他甚至把他甚至把「「摳門摳門」」還帶到了國外還帶到了國外。。19981998
年年，，退休的趙老應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退休的趙老應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
邀請邀請，，擔任客座教授擔任客座教授，，薪水優厚薪水優厚。。人們欣人們欣
慰道慰道：：趙老師頤養天年的好日子來了趙老師頤養天年的好日子來了。。但但
大家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即便在美國即便在美國，，他們吃的也是他們吃的也是
最便宜的食物最便宜的食物，，從不浪費從不浪費。。

實地調研實地調研 了解貧生情況了解貧生情況
在美國講學三年後在美國講學三年後，，趙老不顧美方和好友趙老不顧美方和好友

的一再挽留的一再挽留，，執意回了國執意回了國。。從美國歸來後從美國歸來後，，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攢下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攢下的2020多萬美多萬美

金金，，交給從事金融投資的學生劉迅打理交給從事金融投資的學生劉迅打理，，自自
己則繼續專注講學己則繼續專注講學、、做顧問做顧問，，近近7070歲的人歲的人
一刻也沒有停下一刻也沒有停下。。直到直到20052005年年，，劉迅告訴劉迅告訴
他他：「：「賬戶裡已經有賬戶裡已經有500500萬了萬了」。」。趙老沉寂趙老沉寂
片刻說片刻說：：可以做點事了……可以做點事了……7272歲的他決定歲的他決定
做一件思慮已久的事情做一件思慮已久的事情：：捐資助學捐資助學。。
不像一些捐資助學者只是出錢不像一些捐資助學者只是出錢，，為了做為了做

好這件事好這件事，，7070多歲的他跑去搞實地調研多歲的他跑去搞實地調研，，
親自了解貧寒學生的狀況親自了解貧寒學生的狀況。。每次搭公交出每次搭公交出
去考察去考察，，回來都累得不行回來都累得不行。。老伴看在眼老伴看在眼
中中，，疼在心裡疼在心裡，，屢屢勸他屢屢勸他「「包個車吧包個車吧」，」，
他卻不捨得他卻不捨得。。
20062006年年，，第一筆助學款寄出第一筆助學款寄出，，江西江西、、吉吉
林林、、甘肅……到了甘肅……到了20092009年年，，趙老決定改趙老決定改
變捐助方式變捐助方式，，由多地捐助轉向優先西部由多地捐助轉向優先西部。。
助學一步步走上正軌助學一步步走上正軌，，趙老卻在體檢中查趙老卻在體檢中查

出肺癌晚期出肺癌晚期，，癌細胞已向脊髓和腦部轉移癌細胞已向脊髓和腦部轉移。。
讓人沒想到的是讓人沒想到的是，，他卻沒用積蓄醫病他卻沒用積蓄醫病，，而是而是
做出了驚人的決定做出了驚人的決定：：保守治療保守治療，，捐出全部積捐出全部積
蓄蓄；；成立基金會成立基金會，，讓助學更規範長久讓助學更規範長久。。
衣服永遠是破罩衣衣服永遠是破罩衣、、小皮帽小皮帽，，全身行頭全身行頭

不超過不超過100100元元。。誰也沒想到這樣的趙老誰也沒想到這樣的趙老
師師，，11,,000000多萬全捐了多萬全捐了，，還反覆叮嚀還反覆叮嚀：：基基
金會不要出現他的名字金會不要出現他的名字。。
他隱姓埋名他隱姓埋名，，資助了資助了22,,204204名貧寒學名貧寒學

子子。。他沒留下什麼豪言壯語他沒留下什麼豪言壯語，，在最後時刻在最後時刻
僅說了一句僅說了一句：「：「我已經做了我認為最好的我已經做了我認為最好的
安排安排，，求仁求得求仁求得，，了無遺憾了無遺憾。」。」…………
知情者們和清華大學知情者們和清華大學，，都選擇尊重這位都選擇尊重這位

老教授的決定老教授的決定，，沒有聲張他的事跡沒有聲張他的事跡，，直到直到
20162016年老人捐資助學的十周年年老人捐資助學的十周年，，才將老人才將老人
的故事告訴世人的故事告訴世人。。

去世四年後，他的故事才被我們知道。很長時間裡，在被資助的2,204名學生中，他的代稱是「一位清華退

休老教授」，在他待了大半輩子的清華園，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他叫趙家和，是清華第一屆「優良畢

業生」得主。無線電電子學系畢業的他因為各方面比較優異而留校從事本科的教學工作。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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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患病後，趙老依舊「摳
門」。他捐出了所有，卻在癌症晚期捨不
得用進口藥，不願意去知名的醫院治療，
一直待在清華的校醫院。
2012年5月，趙老辭世前夕。同學和經

管學院的李稻葵教授一起去醫院看他，
「當時他整個下半身都不能動了，腿上扎
滿了針」。
李稻葵還跟他討論：這針灸從表面上啥
也看不出來，可還能治病，到底是什麼樣
的工作機理？趙老樂了：「我到時把自己
捐出去，讓醫生好好看看，它們到底是怎
麼work的。」
2012年7月22日17點35分，他因病醫
治無效逝世……一輛白色的麵包車，從清
華大學校醫院出發，載着一具老人捐獻的
遺體，飛馳向北京協和醫院。當初的一句
玩笑話，沒想到他真的兌現了。早在4月
份，他就已經辦理了遺體捐贈手續，逝世
後，遺體捐贈給北京協和醫院。

近日，因為一則「殘疾小
夥貼膜6年終於買房」的視
頻，河南南陽小夥夏西偉突
然「走紅」。視頻裡，以三
輪車為腿的夏西偉一邊貼
膜，一邊介紹自己的經歷，
坎坷的遭遇、樂觀的笑容形
成了鮮明對比，「我是殘疾
人，但我身上的責任和正常
人是一樣的，我希望我有一
天能在這個世界上活出屬於
自己的精彩。」
夏西偉說，視頻被大量轉發

後，每天特地來找他貼膜的人
有二十多個，好多都是不遠千
里過來，有的只是為了貼個
膜，跟他說句鼓勵的話。
談及身患殘疾的原因，他說

在他5歲那年，父親有一次喝
醉酒和母親吵架之後，一腳踹
在小西偉的後腰上。小西偉當
場倒地，這一倒卻再也沒有站
起來。
被確診高位截癱終身無法行

走後，小西偉對一切都提不起
興趣。2008年，22歲的他突
然意識到，繼續躺下去，生活
只會一直黑暗。於是，他孤身
一人前往南陽。
剛到城裡，夏西偉只能以乞

討為生。2008年5月12日，
夏西偉在廣場大屏幕上看到汶
川大地震的報道，「有這麼多
人遭受了這麼大的不幸，也還
在堅持着活下去。」他搖着輪
椅，趕到捐款點，將自己白天
討來的30元全捐給了災區。
並下定決心，不再靠乞討為
生，要用雙手討回生活的尊
嚴。
此後，夏西偉先後從事過

賣氣球、擺攤等小生意，最
終選擇主攻貼膜這個「手藝
活」。
2014年，夏西偉用自己六
年來貼膜攢下的錢在南陽城區
買了一套住宅，終於有了自己
的立身之地。閒暇時，他還加
入了南陽當地的「大學生志願
者」組織，經常和大家一起去
孤兒院、福利院看望老人孩子
們。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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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和與老伴在趙家和與老伴在
清華園清華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趙家和趙家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趙家和在清華電趙家和在清華電
教中心教中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把自己捐出去
看是什麼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