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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一場特殊的手術在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舉行。一
名 41歲的男子因意外導致腦死
亡，家人在悲痛之餘決定捐獻他
的器官，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他的生命……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

躬……」下午3點，在蘇州大學附
屬第一醫院手術室，家屬捐獻了41
歲的秦先生（化名）的器官。事情
要從10月12日說起，當天晚上6點
左右，在江蘇蘇州張家港務工的秦
先生，因為過馬路時看手機不慎被
車撞到，被緊急送往張家港第三人
民醫院搶救。
得知消息後親屬連夜趕到了張家

港，經過醫生診斷，秦先生屬於重
型顱腦損傷，醫院一度下達了病危
通知書。經過近半個月搶救，情況
依舊不容樂觀，秦先生被緊急轉送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主治醫師王旭介紹，他們為秦

先生做了TCD以及腦電圖的檢
查，經過確認已經處於腦死亡。
秦先生一家來自江蘇淮安，秦先
生的姐姐介紹，他們家中有6個兄
弟姐妹，他在家裏排行最小，所
以從小一家都特別寵愛他。
秦先生有3個孩子，突如其來的意
外讓一家人非常悲痛。一家人強忍着
悲痛艱難地做出決定：捐獻秦先生的
器官救治他人。秦先生的姐姐說，決
定要進行器官捐獻，這樣做可以救更
多的人，也希望秦先生的3個孩子知
道，他們的父親很偉大。
醫生介紹，秦先生的眼角膜和

腎將救治蘇州患者，肝、肺和心
臟將分別送往南京、無錫、北
京，總共或幫助7名患者重獲新
生，他的生命將以另一種方式得
以延續！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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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消防員 1111 年愛心接力年愛心接力
到如今，雖然武警福州森林大隊已改

制為福州森林消防大隊，指戰員也
多次更新迭代，但這項使命不會停止，
現二中隊指導員潘鑫偉告訴記者，這支
接力棒還會一直傳遞下去。

成立基金每逢假日看望
「我心裏彷彿被針刺了一般，兩個天
真爛漫的孩子，卻要終日戴着支具與輪
椅為伴，那是怎樣的孤獨與痛苦。」時
任武警福州森林大隊二中隊指導員的王
煥新回憶起2009年初識姐弟倆的情景時
深有感觸。姐弟二人因患有罕見的先天
性成骨不全症，稍加運動就會引發骨
折。
病情使得他們注定不能擁有像同齡人
一樣的生活，大多時間都要在床和輪椅
上度過。母親為了照顧兩個孩子辭去了
教師的工作，全家主要經濟來源只能依
靠工薪階層的父親。
了解到他們的困難後，二中隊決定對
他們給予幫助。從那時起，這支隊伍除
了擔負防火滅火、搶險救災等任務外，
肩上又多了一份光榮又特殊的使命——

為這對姐弟倆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
在與「瓷娃娃」姐弟建立共建關係

後，中隊廣泛宣傳，號召全體官兵積極
行動，節約零花錢、收集廢品、組織募
捐，成立了「瓷娃娃」專項基金。每逢
節假日、休息日，戰士們都會帶上慰問
品上門看望姐弟倆，鼓勵他們積極勇敢
面對病情。

轉制調隊使命卻一直傳承
11年來，中隊換了一批又一批的指戰

員，這份特殊的使命也在一直傳承。現
二中隊指導員潘鑫偉是中隊的第四任指
導員，2018年任職時就從前指導員手中
接下了這個任務。「鐵打的營盤流水的
兵，每個新入隊的消防員聽到這個事情
後都願意主動參與進來」。像此前一
樣，無論中隊工作多麼繁忙，戰士們總
要擠出時間前往看望昊昊一家人，轉制
以後依然如此。
許多此前參與過幫助姐弟倆的人雖

然目前已經調離隊伍，但也一直關注
着二人的情況。比如中隊的第一任指
導員王煥新，雖已轉業多年，但一直

以個人名義繼續向這家人提供幫助。
現福州森林消防大隊三中隊指導員高
翔，曾是二中隊的一名普通戰士，
2013至 2018年間，他參與照顧「瓷娃
娃」姐弟，「我們有一個微信群，我
經常在群裏關注昊昊發的消息，每次
二中隊的戰士看完昊昊回來，我也會
去問問他們昊昊的情況」，2015 年
時，姐姐佳佳因併發症不幸去世，
「當時包括指導員還有很多戰士都哭
了。」長時間的相處，戰士們已經與
姐弟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中隊指
戰員和部分社會好心人士與昊昊拉的
微信群，名為「昊昊一起玩」。

整理資料助姐弟圓夢
2014年春節，佳佳希望開一家網店幫

助家人分擔壓力，但不知如何開展。中
隊指戰員了解情況後，為佳佳購買了相
關書籍、整理了開網店的知識，還為佳
佳聯繫貨源，後來小店成功開業。「雖
然賣的都是小女孩的小飾品，但也有很
多戰士為了支持佳佳偷偷地買了一
些。」

昊昊是一個文學愛好者，2015年初，
戰士們發現昊昊對國學感興趣後，為他
聯繫了少年宮國學班，每周派專人接送
昊昊學習。現在，昊昊還會嘗試着寫一
些小說。
姐弟二人積極的生活態度讓戰士們十

分欣慰，但二人病情的逐漸惡化又令他
們沮喪。2015年時，姐姐佳佳因病離
世，昊昊的身體也在逐年惡化。潘鑫偉
告訴記者，幾年前昊昊還能坐起來，但
現在只能躺着了，「瘦骨嶙峋，四肢肌
肉都萎縮了。」
常年來，姐弟倆需要經常前往深圳醫

院檢查就診，因病情較重出行不便，中
隊每次都派遣車輛和衞生員往返接送。
由於二人病情較重，就診途中不能有一
絲磕碰，稍不留意，就有可能骨折，指
戰員們每次都是萬分小心謹慎。
潘鑫偉介紹說，在中隊指戰員的感召

下，越來越多的好心人加入到關愛「瓷
娃娃」的行列中。「無論接下來還是不
是我做指導員，我還在不在二中隊，我
都會一如既往將愛心接力棒傳遞下
去。」潘鑫偉說。

■常年來，姐弟倆需往返深圳看病，因出行不便，中隊每次都會派遣車輛和人員往返接送。 網上圖片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在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手術室，醫護向捐贈
器官的秦先生（化名）致敬。 網上圖片

■■消防指戰員在床消防指戰員在床
邊陪昊昊聊天下邊陪昊昊聊天下
棋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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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位於台灣台南市的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

學生被殺害並棄屍一案，連日來引發台灣社會關注。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台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台南市長黃偉哲相繼道歉，稱將盡快解決案件中暴

露的問題，檢討社會治安出現的漏洞。校方11月2日表示，與社區、警方合作

成立的巡邏隊從當晚開始巡邏，台南市長黃偉哲二度道歉，宣布將成立校園安

全會報，針對包括市內各學校的周邊道路、路燈、草叢等環境全面檢查。

台海新聞 ■責任編輯：楊家鈺

大馬女生台遇害 校園安全引關注
案發地點嫌犯曾擄他人未遂 警方未受理報案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就
民進黨當局被指在美國大選上「押
寶」特朗普，國民黨要員紛紛發聲，
稱這會為台灣帶來巨大風險，當局應
在美國大選中保持中立與平常心，並
思考如何在美國大選後使台美關係正
常化、理性化。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11月2日

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接受台媒訪問時
表示，兩岸與美國三邊關係很複雜，
任何一方的動態都會影響到另外兩
方，這次美國大選勢必會影響到兩岸
和美台關係。他再次呼籲，民進黨當
局在美國大選上應該要採取保持客觀
等距的態度。
台灣駐美代表處推特賬號在日前轉

發一則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婭為現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助選的推特，並在一
個小時後刪除。儘管台灣外事部門負
責人吳釗燮出面檢討，並表示外界認
為台灣支持共和黨是錯誤的刻板印
象，但包括開放「美豬」進口等政策
都顯示民進黨當局一定程度上「押
寶」特朗普。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吳育昇

11月2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民進
黨當局在美國大選中「押寶」特朗普
的傾向是明確的：首先，民進黨當局
在特朗普任內極力討好美國政府，例
如執意開放「美豬」入台，渲染台美
關係良好的氛圍；其次，台灣親綠媒
體一面倒地支持特朗普，避免報道特
朗普的負面新聞，賣力地引述特朗普
佔據優勢的民調。

民進黨若急轉彎恐已晚
江啟臣指出，不管美國大選結果如

何，都應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此時
絕對不該有任何過度表態或者是單方
面的「押寶」。上周末蔡英文才召開
安全會議，或許代表目前情況出乎原
有的預判跟掌握，當局不管是在軍事
安全、經濟、社會和兩岸關係、兩岸
與美國三邊關係都應有相關配套措
施。
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11月2日在台

灣消費者文教基金40周年慶祝大會
上亦表示，民進黨過去這段時間傾向
一邊的做法如果現在急轉彎，似乎已
經太晚了，最後受害的是台灣人民。
吳育昇指出，面對美國大選，國民

黨從未公開表示過對大選中任一方的
支持，而民進黨當局的「押寶」行為
會為台灣帶來極大風險，當局應當保
持中立與平常心，而非將台灣的未來
賭在任一美國黨派或是候選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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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長榮大學一名24歲馬來西亞籍女
學生10月28日晚間從校園返回宿舍途中

失蹤，警方逮捕涉案的梁姓嫌犯。嫌犯坦承性
侵被害人後以繩索將其勒斃，再棄屍高雄山
區。檢方依強盜殺人等罪向法院聲押獲准。

警方：若積極偵辦 或避免悲劇
據報道，該名嫌犯並非首次作案，9月底曾
在同一地點擄人未遂。有民眾反映，當地路燈
經常不亮，才成為歹徒選擇犯案的地點。台南
市警察局11月1日公布案件行政調查報告指
出，曾有其他女學生在案發地點遭強擄未遂，
但警員未按規定開立單據完成報案受理，明顯
有疏失。警方負責人坦言，當時若積極偵辦，
傳喚嫌疑人，或許可避免悲劇。
案件發生後，引發社會對台灣校園安全的廣
泛關注。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0月31日發
出聲明，呼籲台灣司法機關全力偵辦、嚴懲殺
人兇手，給這起造成重大傷害的國際事件一個
明確而負責任的交代。長榮大學10月30日向全

校師生發出公開信表達哀悼，校長31日出面致
歉。

學校巡邏隊每日增多四人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台行政機構負責人

蘇貞昌、台南市長黃偉哲相繼道歉，稱將盡快
解決案件中暴露的問題，檢討社會治安出現的
漏洞。台教育主管部門要求所有大學檢視學校
周邊環境是否有安全疑慮，強化相關校園安全
措施，同時要求長榮大學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長榮大學11月2日表示，與社區、警方合作
成立的巡邏隊從當晚開始運作，每天晚間6時
至第二天凌晨2時在校內外周邊環境巡邏。另
外，學校也成立自己的巡邏隊，除每日值班教
官的校園巡查外，再增加2名教官及2名警衛。
未來也將加強校園宣導，檢討校園安全通報機
制，加強與警方溝通聯繫。
台南市長黃偉哲當天再次道歉，並宣布將成

立校園安全會報，針對台南市市內所有學校的
周邊環境，包括道路、路燈、草叢、治安巡邏
等，要求全面盤點，打造一個更安全的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灣警
方11月2日公布，已於10月16日至30
日採取全台防制營業場所毒品犯罪行
動，動員逾2萬人次警力臨檢，共查獲
169件毒品案件，有127家營業場所涉

案。
綜合中央社、聯合新聞網等台媒報

道，警方當日舉行記者會指出，台灣新
興毒品相關死亡案件自去年10月至今年
5月呈增加趨勢。為防止營業場所成為

毒品供應源，警方採取行動，臨檢3,040
家易涉毒營業場所，盤查逾5萬人次。
該行動共查扣各級毒品毛重4.76公

斤，涉案人員400人。警方在行動期
間，查獲127家營業場所涉毒品案件，

表示將加強臨檢，避免相關場所再次涉
毒。
其中，警方於10月28日偵破重大毒
品案件，在新北市查獲混合型毒品分裝
場1座，並查扣毒品咖啡包6,752包、製
毒原料及設備1批、子彈35顆等證物，
初估查獲毒品市價逾千萬元新台幣。5
名嫌犯被送至新北地檢署偵辦。

台半月破169件營業場所涉毒案

■10月28日的晚上8時45分的時候，路途中的被害女生還在與朋友
打電話。

網上圖片

■長榮大學的校友們在學校的追思牆上貼上了許多紙條，地上擺滿鮮
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