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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復興航空GE235班機2月在台
北發生墜河事故，造成43人死亡、15人受傷。
台灣飛航安全委員會2日上午公布黑盒子完整抄
本和航空器等資料，內容顯示駕駛員收錯油門，
導致兩具發動機都沒有馬力，最後失速墜毀在基
隆河。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根據飛安會公布的座艙

語音通話紀錄器（CVR），飛機在上午10時51
分39秒開始起飛，10時52分38秒，飛機通過
1,200呎時，駕駛艙出現警告聲。10時52分41
秒，駕駛員將自動駕駛解除，之後陸續收油門，
一名駕駛說收一號發動機，另一名駕駛卻確定收
二號油門。

剛起飛時已發現系統有問題
10時53分13秒，飛機失速警告聲響起，10時

53分35秒，駕駛員向松山塔台宣告發動機熄火
緊急狀況，並在10時53分46秒至10時54分4
秒，飛航組員兩次嘗試接上自動駕駛，但未成
功，同時又進入失速狀態。
10時54分9秒，駕駛員說「重新開車」，10

時54分25秒說「開不到」；10時54分27秒，
駕駛說「哇，油門收錯了」，但為時已晚，飛機
在7秒鐘內從距離地面309英尺一路下降到83英
尺，地面接近警告系統也在此時響起警告聲，並
馬上在1秒鐘之後墜落基隆河，整個過程從起飛
到墜毀僅僅2分34秒。
據悉，復興航空GE235班機，2月4日上午從

台北松山機場起飛後不久，墜毀在機場10跑道
末端東南偏東約5.4公里處的基隆河，機上共58
人，包括駕駛艙內3名機師在內，有43人罹難。
台灣飛安會主任調查官王興中在公布墜河空

難資料報告時指出，復興失事飛機剛起飛時就發
現系統有問題，依規定不應起飛。他說，從座艙
語音通話紀錄器顯示，復興GE235班機起飛後4
秒，監控駕駛員（PM）就呼叫「沒有ATPCS
armed（自動起飛動力控制系統的訊號）」，操
控駕駛員（PF）卻回答「繼續起飛」。
王興中強調，這份報告主要是完成事實資料

蒐集，不包含人為判斷或原因推論。台灣飛安會
後續將進行事故原因分析、改善建議研擬，預計
11月完成調查報告草案，並於明年4月發布最終
的中、英文調查報告。

復興：不會影響保險金理賠
此外，復興航空2日下午舉行記者會，回應飛

安會的調查報告，復興執行長陳欣德表示，外界
認為基隆河空難傾向「人為疏失」， 但不會影
響保險金的理賠。
對於究竟是正駕駛或副駕駛關油門，興航總

經理吳滬生稱，飛安會未公布，復興也不便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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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塵爆案 184傷者命危
現場發現40多根煙蒂 警方採集比對DNA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衛福部」2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健保署署長黃三桂
報告傷者情況。

黃三桂說明八仙塵爆的傷患情況並強調數據會依病況變化，目前就醫是
495人，醫院內病危人數是184人、非病危者是287人，已有2人死亡。目前
全台41家醫院收治傷者，其中有241位住在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
黃三桂特別提到，2日桃園有一名患者出現變化，已經裝上葉克膜（俗稱

「人工肺」）。

當局設基金助傷者康復
此外，鑑識人員經過蒐證，發現現場遺留40多根煙蒂，初步排除是因為燈

具高溫造成。檢警目前已採集煙蒂上的DNA，將會先和工作人員做比對；不
過無論是誰抽的煙，業者都將因未盡到嚴禁參加者抽煙之責，必須負起責
任。
而「行政院長」毛治國2日主持「行政院」會議，主要針對八仙塵爆案進

行報告。毛治國會後出席記者會宣示4點處理原則，當前是救人第一、不惜
代價，備妥所有醫療資源與經費；第二是「一人一案、長期陪伴」，未來將
成立基金會協助；第三是結合「中央」與地方所有資源，群策群力；第四要
追究責任，檢討原因。
毛治國表示，八仙塵爆傷患眾多，日後康復之路漫長，將妥善運用資源成

立基金會，提供傷患長期照護，讓傷患與家屬放心，會一直陪伴大家渡過難
關。
至於意外責任釐清，毛治國說，絕對會追查到底，活動主辦者、場地提供

者都應該負起責任，消費者保護處會協助受害者辦理訴訟、求償。

大陸醫療援助物資將運台
另據新華社報道，海峽兩岸關係協會2日致函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告知

大陸援救新北粉塵爆炸事故傷者的物資已準備就緒，請其速協調接收、聯繫
事宜。
海協會函件說，事故發生後，大陸衛生部門緊急制定派遣醫療人員赴台支

援預案，籌組燒傷醫療領域一流專家小組，已做好隨時赴台準備，並積極協
調燒傷醫療急需的醫療材料和藥品。著名燒傷醫療專家盛志勇等多位院士已
調集價值2,000萬元人民幣的醫用移植皮膚，首批物品已準備就緒，今明天即
可啟運。陝西艾爾膚組織工程有限公司擬無償提供價值1,000萬元人民幣的組
織工程皮膚「安體膚」，資料已送交台方紅十字組織及衛生部門。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衛生福利部」健保署表示，八仙塵爆傷

者病情時常變化，就醫有495人，病危人數有184人、非病危

287人，死亡已有2人，目前傷者在全台41家醫院中，有241

人住在加護病房或燒燙傷病房。此外，鑑識人員經過蒐證，發

現現場遺留40多根煙蒂，初步排除是因為燈具高溫造成。

99%燒傷男子不治 成第二名罹難者
香港文匯報訊 因八仙樂園粉

塵爆炸案造成全身99%燒傷的劉
致葦，和死神奮戰到第六天，2
日清晨在台中榮總醫院傷重不
治，網友紛留言希望一路好走，
成為這次意外事件中第二位罹難
者。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劉致葦2

日凌晨3時30分出現心室頻脈、
意識狀態改變，經急救10分鐘
及電擊後，恢復竇性心律；院方
與家屬討論後，家屬決定放棄急
救，劉於2日早上5時41分心跳
停止，宣告死亡。
就讀台北海洋技術學院的劉致

葦，一心想朝時尚設計之路邁
進，沒想到在八仙樂園塵爆中被

火紋身，燒傷面積達99%。劉致
葦今年在美容美髮競技大賽中，
獲得新娘化妝組冠軍。

母親期討公道
此外，劉致葦遺體運回新竹市

立殯儀館，暫時冰存。由於劉致
葦是新竹縣民，新竹縣長邱鏡
淳、社會處長田昭容也到場關
心，劉母看到邱鏡淳前來，向他
哭訴「兒子參加這麼健康的一個
派對，竟然要拿命來換。」劉母
說，「孩子當下的傷痛真的不是
我們用言語可以形容的，兒子現
在走了，算是解脫了，請您一定
要幫我們討公道」。
邱鏡淳請劉父、劉母節哀順

變，為兒珍重身體，並指示社會
處全力協助，啟動急難救助、馬
上關懷、縣民保險、心理諮詢等
系統。

■■劉致葦劉致葦（（右右））曾在美容美髮賽中曾在美容美髮賽中
獲新娘化妝組冠軍獲新娘化妝組冠軍。。 中央社中央社

■劉致葦的遺體被移回新竹市立殯儀館。 中央社

一場彷彿「破鏡重圓」的婚禮7月1日上午
在廈門舉行，新郎是來自廈門海滄塘邊半山
土地公廟的土地公，而那個美麗的「她」是
從台灣宜蘭四結福德廟遠道而來的新娘「土
地婆」。
兩岸土地公婆「結親」的大陸負責人士

蔡江濤、海滄塘邊半山土地公廟名譽理事
長謝羅星等眾多信眾一起促成了此次「結
親」活動。一番準備後，廈門土地公赴高
雄宜蘭接土地婆，於1日回到了廈門，並
意外見證了台胞免簽注登陸的第一天喜人
一幕。土地公迎娶土地婆，對兩岸的數百
信眾而言，就好像是朋友辦喜事一樣，他
們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斗陣」來幫
忙。在儀仗隊和腰鼓隊的簇擁下，當天上午10點整，大家終於接到了這
尊美麗的土地婆，遵循着傳統的閩南婚禮習俗，眾人把這對「新人」迎
到了位於海滄興港花園的塘邊半山土地公廟。■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愛心女工養近百山裡娃
18人上清華北大

兩岸土地公婆結親寓意團圓兩岸土地公婆結親寓意團圓

麥瓊方是廣西百色人民醫院洗衣房的退休職工，她
收舊衣物捐助山區貧民，在廣西百色出了名，經

常有好心人默默地把舊衣物放在她家樓下就走，待收集
好足夠的物資後，她便用扁擔挑着物資送往深山村寨，
30多年來不間斷，挑壞了一根又一根扁擔，足跡從百
色城區，延伸到田林、隆林、凌雲等縣區的數十個偏遠
村屯。

助貧困少年上學 愛心不求回報
麥瓊方的善舉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當時她下鄉遊
玩，發現村裡的老人小孩衣食無着，內心很受觸動。後
來聽說有個孩子因為費用問題不讀書了，麥瓊方着急

了。在母親的支持下，她幫助那個孩子解決了學費。從
此麥瓊方就「一發不可收拾」，雖然她的工資很少，但
只要一籌集到衣物、糧食，就往山區裡送。
麥瓊方養育過的87個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學，其
中18人更考上了清華、北大。如今47人在國外工作學
習。有人說讓這些孩子寄點錢回來麥瓊方就不愁吃穿
了，但她並不認同，她更希望孩子們去
幫助其他人。讓麥瓊方無比自豪的是，
她的孩子如今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幫助
貧困地區的人們。

上山下鄉送衣 無懼腰傷險路
以前山裡沒通車時，麥瓊方每次送物
資都要走山谷裡的蜿蜒崎嶇的小路。
1985年的一天，她獨自挑衣服到隆林
一村莊的途中，不小心掉進了10米深
的懸崖，此後腰就經常痛。不過她並沒
有放棄助人。麥瓊方成家後，與丈夫一
起挑衣服下鄉，還把有困難的老人、小
孩接到家裡住。不僅如此，夫妻倆還承

擔孩子們的學費和伙食費，因此夫妻倆的經濟壓力很
大，幸好獲得家人幫忙。
此外，麥瓊方也接濟山區的老人，每次送衣服過來總
會專門進家門看看他們，幫他們解決困難，就像女兒一
樣。
麥瓊方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她的愛心行動中。

麥瓊方，一位來自廣西百色年近六旬的婦女，36年來，她一次次用扁擔挑起衣物送進山

村，30多噸衣服溫暖了山區群眾；她的扁擔，不僅給山區人民挑來了衣物，也挑起了山裡娃

的上學夢。80多個貧困孩子伏在「麥媽媽」的肩上走出大山；20多個孤寡老人在晚年找到了

「女兒」。 ■新華網

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74
歲的老人陳秀玲，替不久
前去世的女兒寫感謝信，
感謝幫助過這個家庭的好
心人，以圓女兒生前心
願。
5年前，老人的女兒王
會芳患腫瘤做了手術，後
因病情加重於今年5月初
不幸去世。王會芳患病期
間，9歲的女兒悅悅所在

的舞蹈學校老師程蔓在得知這一情況後，決定以後免費培養悅悅，還為
王會芳組織了捐款。舞蹈團其他學員的家長也很照顧悅悅，還經常探望
王會芳。陳秀玲老人稱這封感謝信是她女兒的遺願，也是她對女兒的承
諾。 ■實習記者 李藝佳、實習生 楊麗倩 洛陽綜合報道

近日，2015年度全球
首對大熊貓雌性雙胞胎在
四川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
基地成功降生。消息一
出，瞬間引來了國內外多
家主流媒體的爭相報道。
據最新消息，從7月3日
起，成都大熊貓基地將攜
手 全 球 大 熊 貓 家 園
（PANDAPIA）及騰訊網重磅推出「熊貓全球眼 全球看熊貓－2015首
對大熊貓雙胞胎成長直播」欄目。直播期間，主辦方將聚焦雙胞胎的成
長歷程，推出大熊貓新生寶寶征名、徵集奶爸奶媽、滿月禮、百天慶等
精彩紛呈的線上、線下粉絲互動等多種配套活動。藉此，網友們可以親
眼見證和分享熊貓寶寶的成長時刻。 ■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

七旬老人寫感謝信七旬老人寫感謝信 圓女兒遺願圓女兒遺願

成都欲網上直播熊貓成都欲網上直播熊貓BBBB成長成長

■廈門土地公迎娶台灣宜蘭
土地婆。 記者翁舒昕 攝

■陳秀玲老人和程蔓。 網上圖片

■■目前已有目前已有1111日齡的雙胞胎寶寶之一已經初日齡的雙胞胎寶寶之一已經初
現萌萌的現萌萌的「「黑色的肩章黑色的肩章」」與天生的與天生的「「黑眼圈黑眼圈」。」。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麥瓊方和她收來
的舊衣物。新華社

■麥瓊方和孩子們
在一起。 新華社

浙江義烏讀者吳先生日前致電媒體爆料：義烏市多
所初中發放的畢業證書有錯誤，需要全部更換。 吳
先生是浙江義烏市繡湖中學2015屆畢業生的家長，6
月24日參加完畢業典禮後，孩子帶回來一本嶄新的

畢業證書。他仔細看了畢業證書，發現有一個非常
明顯的錯別字，在證書封底頁的落款裡，「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和」字寫錯成了「各」字。對此，
吳先生感到很氣憤。而另外一位姓陳的家長告訴媒
體，直到學校發來的短信才發現畢業證書上有錯別
字。
繡湖中學校長黃偉對此很郁悶，因為畢業證書是
從義烏市教育局統一領取的，並非是學校自己設計
製作的。因為是全市學校統一製作的，拿到畢業證
書後，學校方面僅仔細審核了學生的個人信息部分
內容。黃偉說，目前學校方面已經通知所有畢業生
和家長，讓他們及時憑「錯版」畢業證到學校來更換
新證。教育局的相關負責人則表示已第一時間通知了
印刷廠重印。

■《錢江晚報》

「共和國」變「共各國」浙召回3000畢業證書

■有錯別字的畢業證書。 網上圖片

7月 1日，廣州一家公司打出旗號招聘女大學
生，還將鱷魚帶來現場，表示親吻鱷魚一次給
1,000元人民幣。據悉，該公司是在為其下屬平台
招聘女性合夥人，親吻鱷魚是為了考驗應聘者的膽
識，作為入圍的第一關，接下來還要筆試。

■文/圖：騰訊新聞

恐怖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