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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15小時12器官大移植
一心二肺三肝六腎 12個生命重獲新生 粵

江
門
毒
品
案
宣
判
：
加
籍
毒
販
獲
死
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共政
法委公眾號「長安劍」消
息，廣東省江門市中級人民
法院依法對加拿大籍被告人
范威等 11 人特大跨國販
賣、製造毒品案進行公開宣
判。
法院審理查明，2012年3

月，被告人范威、伍子平等
人合謀共同製造、販賣毒
品，並糾集被告人馬克（美
國籍）和里昂、佩德羅、奧
斯卡、凱瑞特（四人均為墨
西哥籍）等製毒技術人員和
曾顯樑、李榮富等製毒人
員。2012年 7月至11月，
范威等人在廣東台山設立製
毒窩點，共販賣、製造毒品
甲 基 苯 丙 胺 （ 冰 毒 ）
63,833.92克、二甲基苯丙
胺365.9克。
法院認為，上述相關人

員違反中國法律，販賣、
製造毒品，其行為均已構
成販賣、製造毒品罪。范
威、伍子平在共同犯罪中
起組織、指揮作用，且所
販賣、製造的毒品數量特
別巨大，罪行極其嚴重，
對范威、伍子平判處死
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
產。被告人馬克、里昂、佩
德羅、奧斯卡、凱瑞特均參
與製造、販賣毒品犯罪，亦
係主犯，分別被判處死刑，
緩期二年執行和無期徒刑。
曾顯樑、李榮富、廖健銘、
劉志敏等被告人在犯罪中起
次要作用，分別被判處有期
徒刑。
判決宣告後，審判長當庭
告知各被告人，如不服判
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第二日
起十日內向廣東省高級人民
法院提出上訴。
案件審理期間，人民法院

依法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項訴
訟權利，各被告人的辯護
人、外籍被告人的翻譯人員
均到庭參與訴訟。部分被告
人家屬、有關國家駐華領事
館官員、各界群眾旁聽了宣
判。

六港科學家入圍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兩院院士」增選，是今年中國科
技界的大事。中國工程院昨日公佈2019
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最終確定
531位科學家入選。香港文匯報記者獲
悉，共有6名港人入圍候選人名單，他
們分別是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普通外科教
授盧寵茂，香港理工大學的女科學家陶
肖明教授，在澳門科技大學從事中醫內
科學研究的劉良教授，在南通大學從事

藥理學研究的錢忠明教授，以及兩名在
企業工作的科學家－微軟中國的人工智
能專家沈向洋，前海微眾銀行的人工智
能專家楊強。
在歷次工程院院士增選中，入圍的港

籍科學家多從事醫學研究。例如，2017
年入圍的5名科學家均在高校供職，且
全部都在醫藥衛生學部。今年的情況較
之以往多有不同，6名入圍港籍科學家，
盧寵茂、錢忠明、劉良3人在醫藥衛生

學部，從事紡織工程研究的女科學家陶
肖明在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而沈向
洋、楊強均從事人工智能研究且在企業
工作。
分析認為，今次工程院院士增選入圍情

況，顯示出香港科技發展呈現出變化，不
僅在醫藥領域保持優勢，更具有在人工智
能等領域的潛力。同時，兩地科技合作交
流呈現出更深入的特點。以往入選的港籍
科學家多是在本港高校供職，有個別候選

人在內地高校工作，如今港籍入圍科學家
則有2人來自企業，顯示出兩地產學研合
作日趨緊密的態勢。
除本港科學家外，另有多名外界關注的

科技工作者入圍今年工程院院士增選。其
中，阿里巴巴公司的王堅，百度公司的李
彥宏、王海峰，比亞迪公司的王傳福等是
高科技企業界的風雲人物。剛上任故宮博
物院院長的王旭東被中國科協提名，其專
業為建築歷史與理論。

4月28日早上八點半，第一位器官捐
獻患者進入手術室，在場的醫務

人員屏息不語，用靜默來表達對捐獻者的
感恩和尊敬，所有醫護人員站立在捐獻者
兩旁，深深地鞠躬告別。

「器官捐獻別人救更多人」
龔先生是龔大伯的第二個兒子，在杭

州打工多年，三月中下旬龔先生騎電動
車在下班路上出了車禍，經過一個多月
的搶救與治療，曙光還是沒有出現，經
過評估專家多次嚴格規範測評，符合臨
床腦死亡標準。「我知道我兒子治不好
了，他的器官若能捐獻給別人，能救更
多人。」龔大伯與兒子告別時抹着眼淚
說。隨後第二位、第三位器官捐獻患者
進入手術室。

17:00，心臟移植術後患者、腎臟移植術
後患者、肝臟移植術後患者轉入監護室繼
續治療。
20：00和20：30兩例雙肺移植患者分別

回到監護室……
23:00，一心兩肺三肝六腎共12台移植
手術全部完成，12位患者分別轉入重症醫
學科、綜合ICU、外科重症監護室和心臟
大血管外科監護室。
三位患者捐獻的器官第一時間由醫護團

隊共同轉運至移植手術間，該院肝臟移
植、心臟移植、腎臟移植、肺臟移植四大
移植團隊嚴陣以待，器官獲取團隊、重症
醫學、麻醉手術部、超聲醫學、檢驗、輸
血、病理、臨床藥學、護理等多學科的醫
護專家團隊100餘人通力配合，12個生命
重獲新生。此次捐獻的6隻角膜由眼科團

隊妥善保存，以待用時，它們將讓至少6
人重見光明。

醫院綜合實力最佳體現
手術室外的家屬等候區裡，老李（化

名）的女兒也正專心致志地盯着手術進程
顯示屏。兩年前，老李出現爬樓梯氣喘得
厲害，一直在當地治療，20天前輾轉來到
浙大二院，董愛強主任帶領的心臟移植團
隊判斷老李的心臟已經超負荷運轉良久，
最好的辦法是進行心臟移植。隨後老李一
家便在家等待心源，沒想到出院後第二天
就接到了匹配成功的電話。

據介紹，目前12名移植患者分佈在重症
醫學科、綜合ICU、外科重症監護室和心
臟大血管外科監護室，患者生命體徵平
穩、恢復良好。
浙大二院王偉林教授介紹，一天內同時

完成這麼多器官移植手術，得益於浙大二
院肝臟移植團隊、心臟移植團隊、腎臟移
植團隊、肺臟移植團隊的共同努力，以及
與之協同作戰的重症醫學科、麻醉手術
部、超聲醫學科、護理部等近20個學科的
保駕護航，100餘位醫護人員通力配合，
共同創造了新紀錄，這也是醫院綜合實力
的最佳體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都市快報及新華社報道，近日，一場生命接力在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進行，15小時，一心二肺三肝六腎共十

二大器官移植全部完成，這一天，3位患者的大腦永遠停止了轉動，死

亡來臨，他們捐獻了自己的器官，心、肺、肝、腎、角膜。這一天，12

個生命重獲新生，還將至少讓6名患者重見光明。希望來臨，是重生的

欣喜和對捐獻者的無盡感恩。

■■浙大醫學院附二浙大醫學院附二院以院以1515小時完成一心二肺三肝六腎共十小時完成一心二肺三肝六腎共十
二大器官移植手術二大器官移植手術，，讓讓1212個生命重獲新生個生命重獲新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
第二醫院。 網上圖片

馬英九搭台 韓郭朱同台高喊團結

韓晤吳半個鐘 稱一切聽安排
選舉提名特別辦法最快下周通過

桃園空服工會承諾不突襲罷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長榮航

空勞資爭議調解破局，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將在5月13日啟動罷工投票，也希望邀約蔡英
文及台灣交通部門負責人林佳龍對話，工會並
承諾不會突襲罷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發動長榮航空空服員

罷工，預計5月13日展開投票，6月6日截止。
工會4月30日召開記者會，宣佈下一步計劃，
將於6月4日集結長榮航空空服員上街遊行。
工會表示，即使工會取得罷工權，也不會突

襲罷工，但罷工日期會在何時，還無法明確，
也不排除再與長榮協商；同時呼籲蔡英文和林
佳龍與工會對話，開放勞資對等協商。
工會指出，這次罷工投票絕不會出現「長榮

罷工、華航決定」情形，罷工將在長榮分會多
數會員支持下，才有可能發動。根據規則規
定，罷工同意票須過全體會員數一半，工會也
自行設下第二道門檻，長榮分會的同意票要超
過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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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
州報道）4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
總工會在福州工人文化宮舉辦了
2019年師徒大會活動，還表彰福州
市第三十六屆勞動模範。在師徒大
會上，各行各業近千名師徒代表通
過誦拜師帖、師長贈禮、集體拜師
等禮序，行傳統的拜師禮，傳承弘
揚工匠精神。首獲福州市勞模的台
胞曾仁宏現場收徒弟成亮點。
剛獲得福州市第三十六屆勞模榮

譽的四名台胞代表之一、福州市第
六醫院康復科副主任曾仁宏，在現
場贈與徒弟張典一支鋼筆。曾仁宏
表示，「作為醫生給病人開藥方需
要『心』：專心、耐心和細心。希
望徒弟有一支好筆，為病人寫下治
病良方。」而徒弟張典則送給師父
一份禮盒，「禮盒裡是一塊小如
意，也是借助這個寓意，希望師父
能注意自己的身體，吉祥如意。」

■台胞勞模、福州市第六醫院康復
科副主任曾仁宏（前排右一）與徒
弟張典（前排左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針對若黨中央辦初選辯論，是否參加？昨日，高雄市
長韓國瑜表示，現在一切尊重黨中央的安排，他是

第一位受邀面談的人，後續有什麼發展、變化，他不清
楚，每位有志於參選者對黨中央有什麼建議，他也不清
楚，只能說一切尊重。

會談四點結論
韓國瑜和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昨日會談30分鐘，是國民

黨內首個受邀和吳敦義會面的有意參選人。韓國瑜說，他
和吳敦義會談融洽，有四點結論：一、感謝吳敦義提名他
當高雄市黨部主委和競選高雄市長；二、兩人都深切認為
2020選舉一定要團結；三、針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民
調，他身為高雄市長，肩膀上有市民期待，無法參加；
四、如果中常會有其他方式需要韓國瑜來做各種安排，甚
至民調等等，都予以尊重。

並非密室協商
媒體追問，如果民調勝出，是否願意打這場仗。韓國瑜
未有鬆口，他說，現在這個假設還不存在，整個黨部在初
選規劃各方面都還沒有定案。有人指吳韓會是密室協商，
韓國瑜否認，他說，沒有密室協商，旁邊還有國民黨的兩
位副主席郝龍斌、曾永權，以及他帶的兩位秘書和其他
人，所以沒有密室協商。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則在會面前表示，兩人「沒有心結、
只有連結」。國民黨組發會主委李哲華表示，最快將在5
月8日提交2020領導人提名特別辦法至中常會通過，按時
程推進，約6月進行全民調、7月中上旬前產生候選人，
最後在7月28日全代會上正式提名領導人候選人。
目前，國民黨內主動表態爭取領導人提名的有鴻海董事
長郭台銘、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前立法機構負責人王金
平、前台北縣長周錫瑋、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以及願
被動納入的韓國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中

通社報道，高雄

市長韓國瑜和國

民黨主席吳敦義

昨日下午會晤，

備受關注。針對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提

名，韓國瑜會後表示，他身為高雄市長肩上有

市民期待，無法參加，但若黨有新的提名辦法

將他納入，他予以尊重。

■吳敦義（左）、韓國瑜。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高雄市長韓
國瑜、前新北市長朱立倫、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昨日參加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主持的圓桌
論壇，三人首度同台交鋒，雖對經濟及領導人
的看法不同，但彼此間氣氛熱絡，最後還不忘
手拉手高喊團結。

互動十分熱絡
馬英九基金會昨日在張榮發基金會舉辦「突

破困境、迎接挑戰，重振台灣競爭力會議」，
韓國瑜、郭台銘、朱立倫下午一同出席由馬英
九所主持的圓桌論壇。論壇於下午4時20分開
始，郭台銘與朱立倫握手後，與馬英九一同步
上講台坐下。
隨後馬英九依姓氏筆畫順序發言，由朱立倫

首先發言，他也笑稱，由於韓國瑜的姓氏筆畫
最多，所以還沒有抵達現場。
韓國瑜大約在下午4時50分抵達現場，此時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正在發言，韓國瑜進場時先
與馬英九握手致意，並依序與朱立倫、郭台
銘、周錫瑋等人握手，但在跟郭台銘握手時，
還特地把郭的手舉了起來。韓國瑜回到位子坐
下後，坐在他旁邊的朱立倫也熱心地提醒他發
言順序，互動十分熱絡。
郭台銘致詞時表示，台灣面臨經濟競爭力危

機是事實，決定參選領導人，聚焦執行力。創
意人人都會想、策略人人都會說，但重點在於
執行力。對於台灣未來怎麼走，他認為要有執
行力不要空談，實辦才能興台。2020年的台灣
地區領導人選舉，攸關台灣未來20年發展。
韓國瑜致詞時說，他感覺不是來參加經濟論

壇，而是來參加領導人選舉辯論，讓他一下子
有點錯亂。他的發言，讓原本已經安靜的會
場爆出笑聲。

呼「大團結，讚」口號
韓國瑜表示，整個台灣經濟要翻轉，所有官
員的心態、認知非常重要，只有一條心大家合
作，台灣經濟才有可能真正成長，如果還是官
大學問大，任何良法美意很難推展。
韓國瑜表示，他跟高雄的官員講，當局就是政

治整脊師，水不通把水整通、電不通把電整通、
幫忙介紹銀行貸款、幫忙簡化申請程序、幫忙找
土地，讓所有企業家盡量沒有後顧之憂。
論壇結束後，馬英九、韓國瑜、朱立倫、郭
台銘、周錫瑋等人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就位合
照，馬英九主動拉起韓國瑜、郭台銘的手，而
韓國瑜、郭台銘也分別拉住朱立倫、周錫瑋的
手，最後眾人在馬英九率領下高呼「大團結，
讚」的口號。

■■馬英九馬英九（（中中）、）、韓國瑜韓國瑜（（右二右二）、）、朱立倫朱立倫（（右一右一）、）、郭台銘郭台銘（（左左
二二）、）、周錫瑋周錫瑋（（左一左一））55人一同牽手人一同牽手，，高喊團結高喊團結。。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