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清華蟬聯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封面新聞及《新京報》報道，河北張家口

市橋東區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司附近昨日零時41分發生一宗爆炸起火事

故，有關部門現場搜救確認已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傷。因為是凌晨，

很多司機因在駕駛室內睡覺而走避不及慘被燒死。當地爆炸事故調查的初

步原因為運輸化學物乙炔的大貨車爆炸，引起了化工廠周邊車輛連環爆炸

燃燒。

■■河北張家口市橋東區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司附近一輛載有危化物品貨車發生河北張家口市橋東區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司附近一輛載有危化物品貨車發生
爆炸起火事故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已造成2323人死亡人死亡。。圖為現場遭連環火燒的多部貨車圖為現場遭連環火燒的多部貨車。。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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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危化品貨車爆炸河北危化品貨車爆炸2323亡亡2222傷傷
連環爆燒周邊車輛連環爆燒周邊車輛 司機多因睡覺慘被燒死司機多因睡覺慘被燒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山東省泰
安市東平縣人民法院昨日對一宗巴士司乘
衝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審判決，因搶奪巴士
司機軚盤，導致車輛脫離正常行駛道路，
被告人周某因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據介紹，今年4月21日，被告人周某酒

後乘坐山東泰安交通運輸集團有限公司東
平公司巴士由泰安去往東平，車內載客18
人。巴士行駛至東平縣接山鎮331省道與
濱河大道交叉路口時，周某要求下車，巴
士司機明確告知周某到接山汽車站後方可
下車，周某即搶奪司機軚盤要求停車，導
致車輛突然改變行駛方向，司機將巴士緊

急制動後，停在道路北側的路肩上。

賠1500元維修費
周某的行為導致巴士右前輪輪胎及減震氣

囊破損，未造成人員傷亡。被告人周某被採
取強制措施後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案發
後，被告人周某賠償山東泰安交通運輸集團
有限公司東平公司車輛維修費1,500元人民
幣，並取得諒解。
法院認為，被告人周某不顧他人生命、健

康和公私財產安全，搶奪正在行駛中的公共汽
車軚盤，致使車輛失控，雖未造成嚴重後果，
但已危害公共安全，其行為已構成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應予懲處。

■■引爆周圍車輛火光四起引爆周圍車輛火光四起，，形形
成一排長長烈焰成一排長長烈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醉搶巴士司機軚盤 山東乘客判囚三年

從央視報道的一段視頻顯示，沿路多輛
貨車被破壞嚴重，車頭嚴重變形，擋

風玻璃和車窗消失，只剩鋼架。有的貨車車
胎熔化，只剩下車軲轆。附近樓棟外牆也是
一片漆黑。現場照片顯示，多輛消防車停在
路邊，有消防人員給冒煙的車輛噴水。一輛
轎車橫在路中央，已燒得焦黑。

兩公里外可聞爆炸聲
初步調查結果顯示，盛華化工公司附近
的張家口海珀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產氫
氣需要用到乙炔。昨日凌晨，運輸車輛在進
入海珀爾公司廠區過程中發生爆炸，爆炸燃
燒影響到該公司廠區和盛華化工公司大門周
邊，並引爆路邊停靠的多輛大型貨車。事發
時爆炸聲巨大，兩公里之外的人們都能聽到
巨大的爆炸聲。據此前通報，事故中過火大
貨車38輛、小型車12輛。
附近一位自稱目擊事發過程的村民說，

路邊停靠的多輛貨車載有化工原料，發生爆
炸時司機正在車內睡覺，「來不及撤，都睡
着了」。他稱，事發時「車突然炸了，一個
挨一個炸，一個挨一個地燒」。

司機狂奔500米逃出生天
從爆炸事故中成功逃命的貨車司機王海
軍說，爆炸聲響有四五次，他光着身子跑了
500米才成功逃命。兩天前，王海軍從內蒙
古錫林浩特裝上煤後，於27日下午5點左右
抵達張家口市橋東區河北盛華化工有限公
司，等待排隊卸貨。晚上，他在車裡早早睡
下了。昨日零時41分左右，突然被一陣巨

大的爆炸聲驚醒，他扒在車窗看了一眼，發
現距離自己的車後面約200米處火光沖天，
幾輛貨車燃起來了。
正準備穿衣下車，第二聲爆炸聲又響

起。「嚇得我衣服不敢穿，鞋子也不敢穿，
就穿了個褲頭，跳下車就往前面跑。」王海
軍說，他在跑的過程中，又聽到幾次爆炸
聲，「整個事故起碼炸了5次，我頭都不敢
回」。後來，火勢迅速蔓延，把他的車也燒
了，「衣服也沒拿出來，手機、證件也沒
拿出來，就人跑出來了，現在腳還痛」。
另據報道，此次事故還造成一條10千伏

高壓線受損掉閘，該條線路此前供電的用
戶有22戶，包括揚水井2座、通信基站4
座，海珀爾新能源科技公司及多家化工、
建材企業。目前，電力部門已在現場開展
隱患排查及應急搶修工作；張家口市消防
支隊此前已派出大批人員、車輛設備參與
救援。
據悉，盛華化工公司廠區目前處於正常

工作狀態。盛華化工公司當天已有工作人員
指出爆炸發生地並非其所在公司，而是在公
司附近的馬路上。上述工作人員還稱，目前
公司員工均正常上班，但為安全起見，已經
暫時停產。
事故發生後，中國應急管理部有關領導

率專家趕赴現場指導，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
等省委、省政府領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指揮
處置；河北省和張家口市已成立事故調查處
置指揮部。此外，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也迅速組成了醫療專家組，趕赴事發地指導
傷員救治和心理安撫等工作。

乙炔，分子
式C2H2，俗稱

風煤和電石氣，是炔烴化合物
系列中體積最小的一員，主要
作工業用途，特別是燒焊金屬
方面。乙炔在室溫下是一種無
色、極易燃的氣體。若與氧氣
共燃即生成氧－乙炔火焰，其
高溫可達 6,300℉。純乙炔是
無臭的，但工業用乙炔由於含
有硫化氫、磷化氫等雜質，而
有一股大蒜的氣味。

■百度百科

乙炔
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上海軟科昨日正式發佈「2018年中國兩岸四
地大學排名」，清華大學（北京）蟬聯兩岸
四地第一名，北京大學高居第二名，排名第
三的是台灣的清華大學（新竹）。內地高校
發展勢頭強勁，多所大學排名都較去年有顯

著提升。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分別位居第四

名與第五名。其他排在前十名的高校依次
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6）、上海交通大學
（7）、香港大學（8）、台灣大學（9）和復旦大
學（10）。

她就是金勖琪，新華社第一代熊貓
攝影師。

金勖琪告訴記者，她1952年進入四
川大學中文系學習，畢業後分配到新華
社四川分社工作。在她的記者生涯裡，
曾經有六年多陸續跟熊貓接觸，深入川
西的高山密林，記錄和報道大熊貓的棲
息環境、生活習性、生育繁殖以及人們
對牠的保護和研究，拍下數以千計的照
片。她常常在山間林場一呆就是20多
天，和科研人員一起追蹤野生熊貓，關
注大熊貓人工繁育進展，「拍熊貓的時
間比陪孩子都多！」

深入山林了解生存環境
1979年中國計劃送一雌一雄兩隻熊貓
去德國交流，金勖琪接到拍攝熊貓的生
存環境、習性和人們怎樣飼養牠的任
務。為此，她和熊貓科研人員深入海拔

2,900多米的夾金山尋找野生熊貓。
「這是我第一次到那麼高的地方，下
着那麼大的雪。他們在那兒找到一隻熊
貓，我拍照有時候會摔跤，摔了要趕快
爬起來，我到那兒看見熊貓後剛把相機
拿出來，牠『哇』的一聲就對我叫，很
兇的，把我嚇一跳。我第一次接觸熊貓
的經歷就是這樣的，後來我們就跟牠一
起回了成都。」金勖琪回憶。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四川境內箭竹大

面積開花枯萎，大熊貓面臨食物短缺，
生存受到威脅。金勖琪用鏡頭記錄下人
們合力營救大熊貓的珍貴影像。

先後搶救大熊貓32隻
原四川省平武縣林業局助理工程師鍾

肇敏，自1965年起一直從事自然保護區
的建立和大熊貓的保護研究工作，在
1973年和1983年兩次箭竹開花枯死期
間，他和他的家人先後搶救大熊貓32
隻，其中有14隻體重只有30斤左右的
熊貓幼仔由他帶回家中精心照顧。
金勖琪1984年拍攝的一張照片裡，

鍾肇敏和他的家人給坐在竹筐裡的一隻
野生大熊貓幼崽「龍龍」喂食，竹筐裡
的「龍龍」憨態可掬，一家人圍在筐子
邊，臉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雖然金勖琪已經退休三十年了，每每

和人聊起熊貓，她總是格外開心，笑容
也分外燦爛。
「我和大熊貓有緣！」 1980年，金

勖琪在平武縣的密林裡，邂逅了一隻野

生大熊貓，起初害怕野生大熊貓攻擊
人，她和同行的當地人只敢悄悄尾隨。
後來大熊貓走到一處山間石壁，居然一
屁股坐下來，攤着脹鼓鼓的大肚子，不
動了，甚至人們撥開牠面前的樹枝牠也
不生氣，任憑金勖琪「咔嚓咔嚓」地拍
照。原來，這是一隻「醉水熊貓」。
「這隻熊貓喝水時，在平靜的水面，
牠看見自己的影子以為還有一隻熊貓在
跟牠搶着喝，於是也拚命地喝水，喝到
肚子脹得動不了，當時也更沒有攻擊的
能力了。」金勖琪說。她也成為首次在
野外拍到「醉水熊貓」照片的人。

自費出畫冊倡關愛熊貓
2007年，退休後她仍然心繫大熊貓，
自費六千元把自己多年拍攝的大熊貓的
特殊經歷和照片精心梳理後，出了一本
畫冊贈送給親朋，用可愛的大熊貓喚起
人們心中對熊貓的愛憐和關懷。
最近一次全國大熊貓普查顯示，截至

2013年年底，全國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
達1,864隻，2016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將大熊貓從瀕危物種調整到易危物種。
截至今年11月，全球圈養的大熊貓數量
達到548隻。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
大熊貓的保護工作成為瀕危物種全球保
護的典範。
「我有這個機會接觸熊貓，還是我的

幸事吧。大熊貓是中國的，也是全世界
人民的。」金勖琪為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和保護大熊貓真心感到高興。

「「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的每一筆慈善的每一筆慈善
捐款捐款，，都是一股愛的暖流都是一股愛的暖流，，給給
人們帶來溫暖和讚歎人們帶來溫暖和讚歎。。繼繼55天天
前浙江省寧波市慈善總會收到前浙江省寧波市慈善總會收到
「「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的的5050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捐款後捐款後，，該會昨日該會昨日
上午又收到了上午又收到了「「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的的
4949萬元捐款萬元捐款。。自自19991999年以來年以來，，
「「順其自然順其自然」」每年都向寧波市每年都向寧波市
慈善總會捐款慈善總會捐款，，累計捐款已達累計捐款已達
11,,054054萬元萬元。。

今年捐今年捐9999萬萬 歷年最多歷年最多
昨日中午昨日中午，，寧波市慈善總會副寧波市慈善總會副

秘書長陳海英在電話中激動地告秘書長陳海英在電話中激動地告
訴記者訴記者：「：「又收到又收到『『順其自然順其自然』』
的捐款了的捐款了，，捐款金額為捐款金額為4949萬萬
元元！！如果加上如果加上55天前的天前的5050萬元捐萬元捐
款款，，今年其捐款今年其捐款9999萬元萬元，，是捐是捐
款總額最多的一年款總額最多的一年。」。」
陳海英還告訴記者陳海英還告訴記者，，從從19991999

年至今年至今，「，「順其自然順其自然」」在每年在每年
1111月至月至1212月期間都會向寧波市月期間都會向寧波市
慈善總會捐款慈善總會捐款，，捐款數額從幾捐款數額從幾
萬元至幾十萬元不等萬元至幾十萬元不等，，捐款數捐款數
量呈增多之勢量呈增多之勢，，之前最多一次之前最多一次
為為20172017年的年的9696萬元萬元。。2323日收到日收到
「「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的的5050萬元捐款萬元捐款
後後，，寧波市慈善總會工作人員寧波市慈善總會工作人員

分析說分析說，，以往每次捐款以往每次捐款，，市慈善總會都市慈善總會都
會收到一份掛號信會收到一份掛號信，，信內是匯款憑據信內是匯款憑據，，
而這一次沒有收到掛號信而這一次沒有收到掛號信。。於是工作人於是工作人
員猜測員猜測，「，「近日有可能還會收到近日有可能還會收到『『順其順其
自然自然』』捐款捐款」，」，果然不出所料果然不出所料，「，「順其順其
自然自然」」4949萬元善款的郵局取款通知單很萬元善款的郵局取款通知單很
快又到了快又到了。。 ■■中國寧波網中國寧波網

■■ 寧波匿名寧波匿名人人「「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的的匯款憑匯款憑
證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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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第一代新華社第一代「「熊貓記熊貓記者者」」金勖琪金勖琪

圖說萌寵憨態圖說萌寵憨態
投身國寶保護投身國寶保護

大熊貓，古老的物種，世界級「萌寵」。有一位84歲的

老人，四十年前曾身挎相機與熊貓親密「接觸」六年多，

公開發表了一千多張熊貓照片，把熊貓介紹給全球的讀

者，被國內外的朋友親切地稱為「熊貓小姐」。 ■新華社

■■ 1111月月2727日日，，金勖琪在成都的家中翻金勖琪在成都的家中翻
看印有她拍攝照片的畫冊看印有她拍攝照片的畫冊。。 新華社新華社

■金勖琪1984年拍攝的四川平武縣林業
局的助理工程師鍾肇敏一家收留一隻受
病餓威脅的熊貓幼仔「龍龍」。 新華社

■金勖琪1980年拍到的「醉水熊貓」。
新華社

■世界自然基金會成立25周年的畫冊上
刊登了金勖琪為熊貓「蓉生」拍的照片。

網上圖片

■■ 金勖琪金勖琪19801980年拍攝的飼年拍攝的飼
養員給即將送往德國的大養員給即將送往德國的大熊熊
貓貓「「寶寶寶寶」」餵牛奶餵牛奶。。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