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報》報道，英國《經濟學人》1日分析

台灣11月「九合一」選舉結果指出，選舉聚焦民眾對台灣地區領

導人蔡英文的不滿，導致民進黨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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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選民對蔡英文不滿
剖析民進黨大敗原因 指多項改革抵觸民意

《經濟學人》指出，蔡英文2016
年上任後，推行多項改革，

但有些改革卻抵觸支持者最看重的
面向。
文章中首先提到，蔡英文領導的民
進黨大敗，台灣22個縣市中，民進
黨執政縣市從原本13個大減剩下6
個，中國國民黨則領導15個縣市，
包括民進黨執政 20 年的鐵票倉高
雄市。

推「年改」 加劇島內經濟困難
《經濟學人》引述民進黨台灣地區
立法機構民意代表羅致政的話，他認
為蔡英文不夠實際。蔡英文推「年金
改革」，引發許多民眾不滿，其他爭
議議題還包括凍結國民黨黨產、2025
非核家園計劃等。
《經濟學人》指出 ，大陸始終堅

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而自
蔡英文2016年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以來，始終拒絕像其前任馬英九一樣
公開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
國」。台灣當局的縮減退休金及減
少公共假日數量加劇了民眾對經濟
困難和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滿。
《經濟學人》表示，蔡英文任內

GDP從2016年1.4%增長到2.7%，卻
無法掃除經濟停滯的感覺，讓許多年
輕人開始「西進」尋求更佳機會。

蔡拒認「九二共識」 陸斷官方聯繫
《經濟學人》分析，大陸在蔡英文

上任後切斷一切官方聯繫，卻和國民
黨執政縣市保持關係。
文中最後指出，民進黨員本來寄望

的部分「公投」結果，卻無一如願，
包括同婚議題和非核家園。

孫亞夫：將營造有利統一國際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海協會
副會長孫亞夫昨日表示，中國自身的發
展成果將成為推動兩岸關係的資源，大
陸將一面爭取台灣民心，一面營造有利
統一的國際環境。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兩岸學術研討會」昨日在上海市的華東
師範大學舉行，由上海市海峽兩岸交流
促進會、上海東亞研究所、華東師範
大學兩岸關係與區域發展研究所共同
舉辦。邀請大陸涉台官員及兩岸學者

與會。
孫亞夫在會上表示，1979年至今，兩
岸關係最大變化是美中台三方力量對比
態勢已經發生改變，40年來，大陸改革
開放成果使大陸綜合實力發展壯大，
「不可逆轉地拉開與台灣的距離」，
並拉近與美國的力量對比，「增強實
現兩岸統一的基礎」。

陸將自身壯大化為統一資源
他稱，大陸將讓自身的壯大轉化為推

進兩岸關係與實現和平統一的資源，堅
持兩岸和平發展政治道路，「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在反對『台獨』基礎上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
孫亞夫表示，爭取台灣民心是全面、

持之以恒的工作，同時要抓緊時機進一
步營造有利實現完全統一的外部環境。
大陸長期鼓勵、擴大國際社會承認一個
中國，隨着中國國際地位不斷增強，更
要「進一步壓縮『台獨』勢力謀求的外
部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鐵
公司昨日宣佈，2019年度薪資平均調幅約
3.5%，並提前至今年11月實施。
高鐵公司今年前三季累計營收達336.71

億元（新台幣，下同，約合85億港元），
年增5.14%，稅前淨利56.53億元（約合14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49.47億元（約合
12.5億港元）增長14.27%。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地區
行政管理機構昨日透露，「環保署長」李應
元、「農委會主委」林聰賢與台灣交通事務
部門負責人吳宏謀在「九合一」選舉開票當
天請辭，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
德昨日決定准辭。
據報道，「九合一」選舉民進黨遭遇挫

敗，賴清德認為選舉結果反映民眾對施政的
不滿，昨日下午召集各部門負責人與「政務
委員」30多人舉行檢討會議，會後公佈上
述訊息。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同日在台中出席選

後檢討座談活動時稱，檢討過後，將進行人
事重新佈局。

民進黨選舉挫敗
三官員請辭獲准

台高鐵員工明年平均加薪3.5%

2018台灣創藝生活節昨日在深圳開
幕。來自台灣的農特產品、美食小吃及文
創商品齊聚創藝生活節，完整呈現台灣日
常生活的小確幸，拉近兩地民眾距離，強化
民間交流。
活動現場，18家台灣北中南美食經典

名店華麗陣容，讓人食指大動；更有從台
灣產地直接運送的當季新鮮水果；文創空
間展區邀請台灣超高水平的藝術大師及文
創品牌攜手展現台灣引以為傲的藝術生活，
包括台灣陶瓷、木雕、七彩玉等。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台灣創藝生活節深圳開幕台灣創藝生活節深圳開幕

■■孫亞夫孫亞夫11日出席紀念日出席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告台灣同胞書」」
4040周年研討會後受訪情形周年研討會後受訪情形。。 中央社中央社

■■英國英國《《經濟學人經濟學人》》11日分析台灣日分析台灣1111月月「「九合九合
一一」」選舉結果指出選舉結果指出，，民眾對蔡英文的不滿民眾對蔡英文的不滿，，導導
致民進黨大敗致民進黨大敗。。圖為市民正在高雄林園票站投圖為市民正在高雄林園票站投
票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蒙古滿洲里內蒙古滿洲里
國門國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女子檢車班成員女子檢車班成員20152015
年合影年合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滿洲里站兩名女檢車員滿洲里站兩名女檢車員20162016
年年22月檢查火車底部月檢查火車底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陳佳在做陳佳在做
工作記錄工作記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滿洲里國境站檢車長陳佳與滿洲里國境站檢車長陳佳與
一名同事在工作中一名同事在工作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滿滿洲 里 是洲 里 是
「「一帶一一帶一

路路」」的重要節的重要節
點點，，中國最大中國最大
的陸路口岸的陸路口岸。。
陳 佳 今 年陳 佳 今 年 4040
歲歲，，是是「「金花金花
女子檢車班女子檢車班」」
現任工長現任工長，，也也
是該班成員裡是該班成員裡
年齡最小的年齡最小的。。
她說她說，「，「一步一步

不白走不白走，，一眼不白瞅一眼不白瞅，，故障不漏掉故障不漏掉，，為國把關為國把關
口口」」是檢車標準是檢車標準。。該口岸今年已有近該口岸今年已有近55,,000000列列、、
2828萬輛的貨車滿載木材萬輛的貨車滿載木材、、礦粉礦粉、、化肥等進口貨化肥等進口貨
物從俄羅斯後貝加爾進出中國國門物從俄羅斯後貝加爾進出中國國門，，而這些列車而這些列車
都要經過陳佳與同事們的外觀技術檢查都要經過陳佳與同事們的外觀技術檢查。。

寒冬頂風行進寒冬頂風行進 雪地裡鑽車底雪地裡鑽車底
冬季冬季，，在滿洲里零下在滿洲里零下4040℃℃的最低氣溫下的最低氣溫下，，她她
們要爬車頂們要爬車頂，，鑽車底鑽車底，，認真檢查每一個角落認真檢查每一個角落；；尤尤

其在列車進站後其在列車進站後，，為了看清車底部件狀態為了看清車底部件狀態，，她們她們
要蹲在雪地上要蹲在雪地上，，頂風觀察列車行進頂風觀察列車行進，，大風把女檢大風把女檢
車員吹得亂晃車員吹得亂晃，，半個身子趴到雪窩裡半個身子趴到雪窩裡，，不時地用不時地用
懷裡的對講機實時匯報列車情況懷裡的對講機實時匯報列車情況。。

檢查紀錄到位檢查紀錄到位 不懼被索賠償不懼被索賠償
年前年前，，俄方要求中方賠償一列車返俄時丟失俄方要求中方賠償一列車返俄時丟失
的一個螺栓的一個螺栓。。陳佳在記錄本上查到在該車進入中陳佳在記錄本上查到在該車進入中
國境內時螺栓就已丟失國境內時螺栓就已丟失，，還有俄方檢車員確認的還有俄方檢車員確認的
簽字簽字，，避免了損失避免了損失。。她說她說：「：「一個螺栓雖小一個螺栓雖小，，但但
每天進出境的列車火車數以百計每天進出境的列車火車數以百計，，如果不細心檢如果不細心檢
查查，，每年的賠償數額將十分巨大每年的賠償數額將十分巨大。」。」3232年來年來，，
該檢車班組共發現各類故障該檢車班組共發現各類故障150150餘萬件餘萬件，，節約外節約外
匯折合人民幣近匯折合人民幣近77億元億元。。
陳佳說陳佳說，，一列車有一列車有6060節車廂節車廂，，每節車廂要檢每節車廂要檢

測約測約1616個大部分個大部分、、上百個配件上百個配件，，兩名檢車員分兩名檢車員分
列車體兩側由遠及近列車體兩側由遠及近、、平行作平行作
業業、、呼喚應答呼喚應答，，下蹲下蹲、、俯身俯身、、抬抬
頭頭、、記錄記錄，，一氣呵成一氣呵成，，一趟作業一趟作業
下來要近一個小時下來要近一個小時。。19901990 年年
代代，，一天只有六一天只有六、、七列貿易列七列貿易列

車車；；如今如今，，檢車員們一天要檢測檢車員們一天要檢測1414列俄羅斯的列俄羅斯的
貨運列車貨運列車。。檢車班工作一晝夜檢車班工作一晝夜，，共俯身約共俯身約88,,400400
次次，，行走距離行走距離2828公里的道碴公里的道碴（（編者註編者註：「：「道道
碴碴」」為承托軌道枕木的碎石為承托軌道枕木的碎石）。）。

女子鐵路檢車班駐中俄邊境逾女子鐵路檢車班駐中俄邊境逾3030年年

每個螺栓都要守住每個螺栓都要守住
在內蒙古邊陲滿洲在內蒙古邊陲滿洲

里的口岸國境線上里的口岸國境線上，，

有一個中國鐵路唯一有一個中國鐵路唯一

的涉外女子檢車班的涉外女子檢車班，，

猶如朵朵猶如朵朵「「金花金花」」競相競相

綻 放 在 口 岸 國 境 線綻 放 在 口 岸 國 境 線

上上。。她們擔負着俄羅她們擔負着俄羅

斯進口火車斯進口火車「「體檢體檢」」工工

作作；；從車門到螺栓從車門到螺栓，，77

名 檢 車 員 都 仔 細 核名 檢 車 員 都 仔 細 核

對對，，並把發現的故障並把發現的故障

一一登記在冊一一登記在冊，，然後然後

與俄方檢車員共同確與俄方檢車員共同確

認認 ，， 以 避 免 賠 償 糾以 避 免 賠 償 糾

紛紛。。 ■■東北網東北網

日前，29歲的德語翻譯小周接受了一台非
同尋常的腦部腫瘤切除手術。原來，小周在
工作中頻頻「失語」，經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
科副主任江濤診斷為癲癇性的混合性失語。
為了讓小周能夠繼續流利地使用他的三

種工作語言，江濤團隊採用了「術中喚
醒」的方式，在切除腫瘤的同時，最大程

度保護大腦掌控不同語言的「功能區」。
11月27日，小周側臥在手術台上，用穩定
而清晰的聲音先後用漢、德、英語描述着
醫生展示在他眼前的圖片。

多技術確保手術安全
手術一開始，小周的大腦皮層暴露在醫

生面前。麻醉
醫生立即調整
麻醉藥物劑

量，約20分鐘後，小周從全麻中醒來。
「我說的話你能聽到嗎？現在感覺怎麼

樣？你看着我手裡的圖片，告訴我圖片上
是什麼。」醫生問。
為了「檢驗」小周的回答，手術團隊請
來了懂德語的醫生。與此同時，醫生們通
過神經導航定位、神經電生理監測等技

術，確定小周的大腦功能區。根據小周的
表現，醫生們逐漸標記出語言、行動等功
能區，並規劃出躲避這些功能區的「路
徑」，以最大程度保護小周的腦功能。
「路徑」確定後，麻醉醫生加大麻醉藥物
劑量，小周再次進入全麻狀態；數小時
後，醫生們成功切除了其大腦裡的腫瘤。
江濤說，「在『喚醒手術』中定位和保
護三種語言的『功能區』是不多見的，難
度較大。」 ■新華社

11月30日，由於救了一名欲跳江輕
生的乘車女子，四川閬中市的一名的士
司機姚長海被閬中市委宣傳部、閬中市
精神文明辦公室授予「閬中好人」的稱
號。該市愛心企業四川蜀譽建設有限公
司、四川保寧醋有限公司也各拿出1萬
元人民幣獎勵他的英勇行為。
據悉，11月26日，由於身穿白色羽
絨服的女子在姚長海駕駛的的士上淚流
滿面，姚長海對其進行了勸慰開導，但
女子依舊哭泣不止。女子又在途中突然
變更行程。姚長海開出一段路後，因對
乘車女子的舉動擔心，又迅速掉頭至下
車地點尋找女子下落，並發現她正在走
向江中，他忙下水救人並呼救；在眾人
協助下，女子最終獲救。 ■四川在線

■■ 2929歲的德語翻譯小周在手術歲的德語翻譯小周在手術
中講了三國語言中講了三國語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神奇「術中喚醒」保護患者語言功能

川的士司機救輕生女
獲稱「閬中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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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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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在黑龍江省海林市的橫道河子東
北虎林園的散放區，東北虎可以輕
鬆爬上5米高的樹幹去捕食工作人
員投放在那裡的活雞。圖為一隻
東北虎上樹捉雞，引來眾虎「圍
觀」。 ■文/圖：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