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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日本核災5縣市食品換標入境，「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表示，實驗室使用精密檢測設備，採用兩階段檢
測分析，替食品的輻射安全把關。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30日將邀「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財政部」、「原能會」等單位報告日本核災5縣市食
品換標入境事件，並備質詢。
根據「原能會」事先送至「立法院」的報告，截至27日中午，已檢
測422件來自日本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5縣的食品，並未檢
測出任何人工放射性核種。
報告指出，台灣針對日本進口食品採用兩階段檢測分析方法，第一
階段為直接計測，將樣品直接放進檢測設備後，進行定性分析，以確
認有無人工放射性核種；若有，則執行第二階段定量分析，將原樣品
進行切割、搗碎等前處理後，再裝罐放入檢測設備，以精確測定核種
含量。
報告說，因為兩階段都使用精密檢測設備，對於食品有無包裝、切
割或搗碎，均能有效偵測到食品輻射。
報告表示，福島事故後，政府針對食品講求時效性的特性，建立跨
部會安全把關機制，為食品的輻射安全把關。

日核區食品入境「原能會」嚴格把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張恢復「立院」對
「閣揆」同意權。「立法院長」王金平28日表示，國民黨是希望落實
權責相符；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說，「國會」對行政機關應該要有
監督制衡能力。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大會近日提出黨版修憲草案內容，主張不更
動「立委」席次、恢復「閣揆」同意權、投票年齡降至18歲、不在籍
投票「入憲」，以及降低政黨門檻等。「立法院長」王金平28日上午
出席台北市西門國小百年校慶，媒體詢問他對於「閣揆」同意權的看
法，他說，每個人看法不一樣，國民黨提出的原因，是希望落實權責
相符。王金平說，大家都說現在「總統」有權無責，「閣揆」是個執
行長，讓「閣揆」經過「立院」同意，會有不同的意義和地位。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陪同西門國小校友的太太詹秀齡出席校慶。
蘇貞昌表示，基於責任政治原則，「國會」應對行政機關要有相當監
督制衡能力。
蘇貞昌說，政黨要把握民氣可用，利用寶貴時間提出整體的「修
憲」草案，送出「立法院」讓全民在「大選」時公民投票，這樣才有
辦法成功。

王金平：藍推「修憲」為落實權責相符

獎勵節水 省三成打八五折
全台水情吃緊 民眾整箱購礦泉水

楊偉甫指出，4月1日上路的獎勵方
案針對台灣自來水公司供水的全台

六百多萬戶；至於雙北民眾，北水處已
有類似獎勵。

單月計算 即時性高
楊偉甫說，這項獎勵方案是參考北
水處的做法，但不同於北水處獎勵單
位為半年制（今年二月到七月），台
水公司的獎勵採單月計算，即時性較
高。例如，如果民眾四月用水量比去
年同期低，五月的水費馬上就能打
折，希望促使民眾更認真節水。
楊偉甫表示，獎勵財源由「水利署」
的水資源作業基金先籌，如果民眾節水

效果很好，相信「行政院」也會樂意補
貼。

礦泉水業績翻倍增長
據中新網報道，「經濟部」宣佈4月1
日起，新北板新、林口、桃園市開始實
施第三階段限水。通路業者表示，近期
賣場內的瓶裝和桶裝礦泉水銷量特別
好，民眾幾乎都是一箱箱的買，業績成
長逾三成；省水蓮蓬頭、省水閥和大水
桶等省水商品，業績也飆漲二成以上。
家樂福公關蕭鍚安表示，桃園及台
北、新北市的賣場內自上周起已設有省
水專區，除省水蓮蓬頭、省水閥和水桶
銷量增加三成以上外，礦泉水的銷量更

是翻倍增長。
大潤發公關高崇皓表示，水情吃緊，
礦泉水業績較去年翻倍增長，多數顧客
一買就是三箱以上，6公升桶裝水也很熱
銷，單周狂賣1.5萬桶。
另據中央社報道，為應對限水政策，
桃園市政府已準備「供五停二」各項應

變措施。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長張惇涵表
示，市府經濟發展局已規劃在限水前，
完成全市600座水塔的供水作業，並再
視實施情況增設水塔；水車部分除消防
局完成整備的33台水車，也會配合國軍
支援水車或租用民間水車，增設供水
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中央社報道，據台媒報道，由於全台水

情吃緊，「經濟部次長」楊偉甫近日表示，全台節水獎勵將於4月1

日上路，單月用水量比去年同期減少一成的，水費可打九五折，減少

兩成水費打九折，超過三成的打八五折。他說，節水獎勵由「水利

署」掏腰包「請客」，「歡迎民眾努力節水、把政府預算花完」。

國民黨下月啟動「總統」提名 籲能者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中央社

報道，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李四川28日
表示，國民黨會依往例在4月上旬啟
動「總統」黨內提名作業。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表示，選舉最重要是找到好
人才，只要願意認同理念，不論是
「立委」或「總統」選舉都歡迎。
李四川表示，2008年跟2012年兩次
「大選」的黨內提名，都到4月上旬
才啟動公告、連署等作業，所以今年
也會依這個既定時程辦理。

按既有期程與制度進行
李四川強調，國民黨今年「總
統」、「副總統」黨內提名作業並沒

有特別晚，而是民進黨比較早。
另據中央社報道，有媒體28日刊
出前「監察院長」王建煊投書，建
議中國國民黨比照台北市長柯文哲
模式，從黨外找人參選2016年「大
選」。
李四川表示，尊重王建煊意見，但

國民黨內有自己的提名辦法（即中國
國民黨黨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提名辦
法），因此，還是會按照既有期程與
制度來走。
李四川指出，今年黨內提名期程跟
以往都一樣，從4月進行到6月。4月
上旬公告提名辦法後，中間還要經過
領表、連署，若有兩人以上再進行初

選；初選完後大約6月提名，最後再
經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提名。

望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團隊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表示，選舉最重

要是找到好人才，希望更多優秀人才
加入團隊，只要願意認同理念，不論
是「立委」或「總統」選舉都歡迎。
至於國民黨2016「大選」贏的策

略，朱立倫說，每場選舉、每個政黨
都會全力以赴，最重要是找到好人
才。對於「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說，5月再沒有人出來選「總統」，
她就要出來參選，朱立倫對此表示歡
迎。 ■國民黨秘書長李四川。 資料圖片

■■受枯旱影響受枯旱影響，，新北板新與林口新北板新與林口、、桃園自桃園自44月月11日日
起實施第三階段限水起實施第三階段限水。。圖為位於石門水庫下游的大圖為位於石門水庫下游的大
漢溪因乾旱缺水漢溪因乾旱缺水，，河床裸露河床裸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立法院
長」王金平
（前左 2）
與前「行政
院長」蘇貞
昌（前中）
出席台北市
西門國小校
慶。 中央社

妻子照顧患癌丈夫 醫院走廊睡7年

近日，遼寧大連市旅順口區的農民鄒炳鈺和他的父
親經過一年的努力，手工仿製出一台1:2比例的前蘇聯
T34型坦克的微縮模型，並安裝有可以駕駛操作的動
力裝置。 ■中新社

溫州男患溫州男患「「嗜血症嗜血症」」日輸一袋續命日輸一袋續命

在美國加州美院一座室內體育館內，田海酥完全捨
棄了毛筆這一沿襲千年的中國傳統繪畫工具，用

穿在腳上的輪滑鞋進行繪畫創作。她獨具匠心地設計
了一個特殊的墨盒置於輪滑鞋前端，使裝入其中的墨
汁能緩慢、不間斷地滴落在輪子上，巧妙地解決了輪
滑鞋吸墨的難題。
每當田海酥穿上輪滑鞋，在宣紙上勾勒線條時，她
的全部身心都與足下的山河相融為一體。觀眾仔細欣
賞畫作時便能發現，輪滑鞋所畫出的每一道痕跡在宣
紙上都清晰可見，線條的自然律動，情感的強烈起
伏，賦予了傳統水墨另一種生命。

準備半年 作品獲美媒稱讚
據悉，田海酥是地道的成都女孩，她從小學畫，大
學時遠赴海外繼續深造藝術，畢業於三藩市美術學
院，現正在加州美院繪畫系攻讀碩士學位。
田海酥說：「《血脈山河》並不是一蹴而就，我
前前後後準備了6個月，在這個作品前我有一系列習
作，在300張扇面作品上滑行作畫，我給這種作畫方
式造了個英文單詞叫LANDSKATING（意譯風景滑
行）。」據了解，田海酥小時候曾學過花樣滑冰，這
為她完成這幅作品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由於《血脈山河》尺幅過於龐大，所以只有用一半懸

掛另一半鋪陳於地下展示，這件作品令田海酥身邊的美
國朋友都驚呆了。當地媒體也聚焦這位來自中國的年輕
女藝術家，紐約發行量最大的華人報紙《僑報》盛讚：
「工程浩大、創意新奇，充分展現了海穌非凡的藝術想
像力、創造力。這幅作品所表現出的全新的創作視野、
審美觀念和運動技法，獲得了眾多美國繪畫界專業人士
的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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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畫作為中國國粹已有上千年歷史，眾所周知，毛筆是完成水墨畫的唯一工具，可一位

來自四川成都的女藝術家卻用出奇的想像力顛覆了人們的「三觀」。近日，年近26歲的田海

酥在美國加州美院完成了一幅名為《血脈山河》的水墨力作，這幅長13米，寬6米的山水畫

竟然是她用輪滑鞋創作出來的。 ■《華西都市報》

在江西九江學院附屬醫院，一位名叫楊萍姣
的女士為了照顧癌症丈夫，在醫院過道上整整
睡了7年。
「2004年7月，在廣州出差的丈夫給我打電
話說，這兩天他耳鳴得非常嚴重，常常會聽不
見聲音，我當時就有點緊張，立刻去了廣州。
到醫院一查，丈夫被確診為鼻咽癌。」楊女士
說，從那天起，陪丈夫治病成了她生活的全
部。
在廣州治療了兩年，可丈夫的病沒有一點起
色。後來，因為二女兒在九江學院附屬醫院西
院工作，楊女士就把丈夫帶回了九江。
楊女士說：「一開始，他雖然不能動，但還
能吞嚥東西，可後來，他因為鼻咽癌而染上了
癲癇的毛病，家裡樓層高，他住在家裡很不方
便，我就讓他住院了，已經在這裡住了 7
年。」

「我平時就睡在過道裡的這張小床上，隔着
一層玻璃可以看到他睡在裡面，晚上也隨時都
能照看他。」楊女士說道。
這7年來，楊女士就在醫院這個狹小的空間
裡，給丈夫做飯、擦身體，無微不至地照顧
他。她沒有過過一個節日，365天都待在醫
院。 ■新民網

手工坦克

■■田海酥用輪滑鞋滑出田海酥用輪滑鞋滑出
水墨巨作水墨巨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田海酥作品《血脈山河》。 網上圖片

32歲的阿明（化名）是浙江溫州人，他得了一種怪病，每天要輸一袋血才能
活下去。
據阿明的主治醫生陳彥凡介紹，根據目前的診斷，阿明患的是嗜血細胞綜合

症，「這種病會引起患者體內的血小板過低，往往導致患者因出血、感染、休
克、多臟器衰竭而死。」
陳彥凡說，阿明到醫院治療時，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左右。現在，阿
明每天需要輸入200毫升的A型血小板，以防止因凝血功能下降而出現大出血。
目前，阿明的發病原因還不清楚。不過，陳彥凡說，像阿明這種病，屬於人體
中的「吞噬細胞」出了問題。儘管每天都在輸血小板，但阿明還在發燒，已經出
現呼吸乏力等症狀。
據悉，嗜血細胞綜合症的發病率是百萬分之一，其發病率低，在醫學上治癒的
概率也很小。 ■浙江在線

28日，山東青島世界園藝
博覽園（簡稱世博園）開
園，迎來首批入園遊客。據
了解，青島世博園在2014青
島世界園藝博覽會基礎上，
增建了亞洲最大的「水母世
界」，共展出數千隻水母。
據青島世博園植物館館長

柏志玲介紹，世博園基本保
留青島世園會期間的格局，
各大場館進行了局部調整。
植物館海底植物展區——「海底牧歌」展區改造為亞洲最大「水母世界」，成
為一大亮點。據悉，已預定十餘種數千隻水母「搬」進世博園。目前已開放缸
體八個，由於水母需要適應水溫、水性等，部分水母仍在暫養箱中適養，從日
本、新加坡等地引進的水母還在途中。

■記者王宇軒、實習記者劉倩倩青島報道

福建泉州26歲的哥哥李海清和
24歲的弟弟李海松同患尿毒症，
但是，李海清卻把換腎的機會讓
給了弟弟海松。近日，51歲的媽
媽連榮華捐腎救了小兒子海松。
2009年，李海清考上四川川北

醫學院。大二那年，他查出尿毒
症，只好輟學治療。不幸的是，
弟弟李海松大學快畢業時也查出
了尿毒症。要重生，必須換腎。
好消息傳來，母親配型成功，可

以捐腎救一個孩子；不幸的是，父親高血壓不能捐腎，兄弟倆只能救一個。把
腎給誰，兄弟倆沒少吵架。哥哥堅持給弟弟，弟弟堅持給哥哥。最後家庭會議
投票，先救弟弟。
近日，經過8小時的手術，媽媽的腎順利移植到小兒子的身上。大兒子站在手

術室外守護媽媽和弟弟的平安。李海清說，沒事，再等一個腎源就好。
■《海峽都市報》

青島世博園展出亞洲最大青島世博園展出亞洲最大「「水母世界水母世界」」

同患尿毒症同患尿毒症 哥讓出換腎機會救弟哥讓出換腎機會救弟

■青島世博園展出亞洲最大「水母世界」。
王宇軒攝

■哥哥李海清（左二）和父親（右二）小心地將
手術5個小時的母親抱回病床。 網上圖片

■■楊女士在醫院照顧丈夫楊女士在醫院照顧丈夫。。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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