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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患「噬血症」花逾百萬未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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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清潔工人慕名而不少清潔工人慕名而
來來。。 記者靳中興記者靳中興 攝攝

位於鄭州市廣電南路的一家「愛心粥屋」，
每天為數百名清潔工人、貧困人士提供免

費早餐，菜單每日均有更新。這家愛心粥屋由一
批義工負責運營，所需錢財、物資均來源於捐
贈，憑着這樣的「良心循環」，粥屋運行兩年多
以來已經惠及數萬群眾。

初建粥屋 受兒阻攔
據介紹，這家「愛心粥屋」由66歲的退休人
士蔣愛榮在2013年發起成立，初衷是為早起的
清潔工人、流浪者提供一個吃早餐的地方，但是
這個想法一開始便遇到了家人的阻攔。兒子說：
「你一個月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幣，下同）的

退休工資，拿什麼維持粥屋？」
後來，經過她的一再堅持，兒子同意最多
支持她運營3個月。於是，她和其餘12名義
工用籌集到的7,800元將粥屋建了起來。「從
此之後，粥屋的運營便全靠愛心人士的捐
贈，進入了良性循環，我們沒有再為錢犯過
難。」蔣愛榮說。

成立兩年 惠10萬人
在粥屋剛剛成立的時候，很多過路人都不相
信還有免費早餐，有些人甚至對蔣愛榮進行冷
嘲熱諷，指責她另有目的。對面早餐店的老闆
也對她的粥屋進行排擠，常常將污水潑在她的

店舖門前。但是，每遭遇一次打擊，她的信心
就堅定一分，「正因為人情冷漠，才更需要正
能量」。

不顧流言 漸入佳境
目前，每天來粥屋吃早餐的人已經接近300人，

義工也由起初的10幾個發展至50人。這些義工中
不乏小孩子，其中最小的僅4歲，跟着家長負責發
筷子。據粥屋負責財物管理和賬目登記的義工王瑞
最近一次的統計，「愛心粥屋」從成立至今，接受
的捐獻約40萬元，支出30萬元，為10萬人提供早
餐，曾有一位愛心人士連續捐獻了22,740個饅
頭。

像往常一樣像往常一樣，，早上早上66時在河南鄭州的時在河南鄭州的「「愛愛

心粥屋心粥屋」，」，清潔工人老劉接過義工們送過清潔工人老劉接過義工們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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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3天就要開學，可福建南平15
歲少年蔡起延已有4年沒上過學。從
2011年下半年開始，他在媽媽的陪
同下去南平、福州、北京、湖北武
漢、雲南等地的多家醫院求診，最終
被確診為「噬血症」，治病的費用已
經花了 130 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
「這是一種較為罕見的病，100

萬人裡只有 1.2 人發病。」起延的

主治醫生說，而該病根治的方法是
進行骨髓移植，醫藥費用無法估
計。

百萬人只1.2人發病
「一天3,000元，按照醫生開出來

的食譜進行調養，真的有好轉。」陳
月琴說，那是去年下半年的事情，食
療一個月後，起延能騎自行車了，2
個月後騎車時還能將雙手放開，家人

都以為他就要痊癒了，可沒想到要過
年時，孩子又突然發燒，怎麼都降不
下去。「我聽人介紹去了雲南西雙版
納，找一個很有名的推拿名醫給起延
推拿、刮痧，第5天的時候，就有起
色了。」陳月琴說。

骨髓移植才能根治
據陳月琴介紹，孩子治病的費用已
經花了130多萬元，其中大概100萬

元是借來的，周邊親戚鄰里能借的都
已經借了。
醫生表示，該病的特點就是容易反
覆發作，發病原因有可能是基因遺傳
或是病毒感染，多發生在免疫力低下
的人身上。醫生表示，想要根本治
癒，只能做骨髓移植，「由於骨髓移
植後，可能會產生排斥反應，因此費
用無法預估。」

■《東南快報》

中科院證司南原理可行中科院證司南原理可行
作為「四大發明」之一指南

針的前身「司南」，因為無出
土實物證明，其真實性受到質
疑。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所長張柏春近日在國際史學大
會上透露，他們目前正在做的
一項實驗，通過還原古籍記載
的條件，基本證明司南的原理
是可行的，預計實驗結果將於
明年對外公佈。

張柏春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這項實驗利用古代工
藝加工天然磁石，按照文獻記載還原司南的製作流程，並用
現代科技模擬 1,000 多年前的地球磁場強度。目前取得的實驗
結果基本可以證明，古籍中記載的司南指南的功能是可以實
現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山東報道

■今人製作的司南模型。
資料圖片

四川成都一市民近日
在廢棄的建築水坑內發
現一種恐龍時代的古老
物種—「仙女蝦」。成
都華希昆蟲博物館館長
趙力介紹說：「這是四
川第三次發現‘仙女
蝦’，而且這個地理位
置算是距成都市區最近
的一次。」
對於2億年前的遠古
生物再度出現趙力解
釋，「仙女蝦」的卵小
如細沙，但卻可以在乾
旱、寒冷、高溫惡劣環

境裡休眠上千年。有人進行過實驗，用熱水煮沸仙女蝦的卵至100℃，
當水冷下來後，蝦卵仍然可以孵化。這種甲殼動物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可
以抵擋沸水蒸煮的動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銳，實習記者張文竹四川報道

四川再現恐龍時代四川再現恐龍時代「「仙女蝦仙女蝦」」

■成都市民發現的「仙女蝦」。
網上圖片

江西油畫家萬漓風近日展出了歷時半年完成的一幅長5米，高2.8米
的巨幅抗戰油畫—《萬家嶺大捷》。記者了解到，該畫面上主體人物
為抗日名將張靈甫，以油畫形式突出表現了張靈甫率領中國軍隊參加江
西德安萬家嶺大捷的戰鬥場景。
「漫山遍野沒有一棵樹，只有抗日勇士腳下有幾根殘存的樹幹仍在燃
燒。鬼子的膏藥旗被中國軍隊踩在腳下。儘管頭上有鬼子的飛機在轟
炸，但中國軍隊依然毫無畏懼地猛虎下山似的向前衝鋒。」萬漓風介紹
道，自己從今年正月就着手創作《萬家嶺大捷》的巨幅油畫。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牛琰，通訊員熊明江西報道

贛畫家半年繪巨幅抗戰油畫贛畫家半年繪巨幅抗戰油畫

平潭免稅店開業 服務兩岸遊客
香港文匯報訊 福建平潭首家口岸免稅店正式營業，標誌

着平潭開啟免稅購物業務。
新華社報道稱，該免稅店由中國免稅品集團責任有限公
司（簡稱中免集團）投資設立，於2014年在平潭註冊登
記，今年正式入駐平潭澳前客滾碼頭，店內主要經營進口
煙酒、食品、香水和化粧品等免稅商品。
據平潭中免免稅品有限公司投資部總經理齊琤介紹，該
免稅店商品僅向乘坐「海峽號」、「麗娜輪」往返兩岸的
旅客出售。
齊琤表示，下一步中免集團將在平潭開展免稅品展示交
易和跨境電商O2O體驗館項目，並爭取離島免稅政策，促
進平潭國際旅遊島建設。
平潭目前已開通至台灣台中、台北兩條海上高速客滾航

線，分別由「海峽號」和「麗娜輪」承運，2014年運送旅
客12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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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
「行政院」27日通過前
飛虎隊成員、已故空軍
上校李繼賢褒揚令案，
將呈請「總統」馬英九
明令褒揚。「行政院」
發言人孫立群說，24日
以 102歲高齡過世的李
繼賢，是台灣最後一位
飛虎隊成員。

參與湘西會戰出擊52次
據介紹，李繼賢生於1913年，江蘇省阜寧縣人，
對日抗戰爆發後投筆從戎，1944年於空軍官校畢業
後分發至中美混合團（俗稱飛虎隊）第5大隊擔任
P-40戰機飛行員。成為「飛虎隊」隊員後，他首先
執行的是「駝峰航線」的物資運輸任務。
「駝峰航線」跨越喜馬拉雅山脈，海拔七八千公
尺，被稱作是世界航空史和軍事史上最艱險的一條
運輸線。根據統計，在「駝峰航線」上，中美航空
隊共損失563架飛機，犧牲和失蹤飛行員及機組人
員共1,579人。
1945年4月，李繼賢參與抗日戰爭期間最後一場

湘西會戰，出擊52次，因戰功獲美國空軍頒授航空
獎章及優異飛行十字勳章。

99歲高齡回大陸送長官終
1949年，李繼賢隨國民黨撤至台灣，2005年9月

他首度回到湖南芷江（飛虎隊基地），並探望當年
的老長官、中隊長吳其軺。2011年，吳其軺過世，
李繼賢以99歲高齡堅持回大陸，送老長官一程，在
場人士無不動容，認為是黃埔精神、是同袍戰友才
有的真情義。據悉，享壽102歲的李繼賢於本月24
日凌晨離世，他將穿着台灣「空軍司令部」為他量
身訂做的當年飛行衣下葬。

■李繼賢 網上圖片

陸客旅巴屏東翻車1死15傷
疑避犬肇禍 國家旅遊局促台方全力救治善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傅龍金 福州報道）距離2月復興空難剛滿半年，陸客

團27日再傳赴台遊翻車慘案。一輛搭載大陸遊客的車輛當日下午在台灣南部的屏東縣發

生翻車事故，造成1名大陸遊客死亡，另有台籍司機、導遊及13名大陸遊客受傷。

國民黨設「護柱者聯盟」打新媒體選戰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日前啟動「護柱者聯

盟」，希望藉由臉書（facebook）、LINE社群
兩大主力搶攻青年族群支持，透過網絡傳遞洪
秀柱的政策理念，和網友互動。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國民黨中央黨部為了支
持洪秀柱的重要理念，日前在黨部大樓的1
樓、電梯間甚至是廁所，貼上活潑搶眼的「護
柱者聯盟」貼紙，貼紙上並提供手機掃描QR
碼，希望讓民眾多多加入LINE群組與 fb專
頁。

負責推動此專案的「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吳肇銘表示，傳統選戰方式必須跟上科技的腳
步，國民黨要以新媒體的思維及力量，來為
「總統」及「立委」候選人打一場「非典型選
戰」。
吳肇銘說，「護柱者聯盟」就是要利用網絡

社群快速、易聯繫、效率高的特性，讓支持者
一起加入候選人的LINE與fb專頁，隨時掌握
最新動態消息、團結各方力量。邀請大家加入
成為「護柱者聯盟」的一分子，與洪秀柱一起

守護、捍衛台灣。
洪陣營幕僚指出，洪秀柱官方臉書每天會定時

發文，上午會和網友們道早安，公佈洪秀柱的當
日行程；中午、傍晚會更新洪秀柱行腳台灣的最
新照片，晚上則會上傳一段最新剪輯的影片，用
文字、畫面和影像與網友互動。
LINE群組方面，則會事先通知洪秀柱的活動

與專訪，提醒「辣椒粉」準時收看。「國發
院」表示，希望各方民眾的力量可以在網絡上
集結，共同成為「護柱者聯盟」。

■國民黨黨部外牆掛起「護柱」大
型看板。 網上圖片

台灣媒體報道稱，27日15時許，位於屏東縣恆
春鎮南光路核三廠往大光方向賞鳥區路段，一

輛載有包括大陸遊客在內共16人的中型巴士，疑因
閃避狗隻加上天雨路滑翻車，58歲大陸遊客胡秀英
（女）被壓在車底，救出時已無生命跡象，送院後
確認死亡，已送往殯儀館暫時安置；另有13名大陸
遊客及台籍司機、導遊共15人受傷，分別被送往3
家醫院救治。

死者頭部被壓車下
報道稱，傷者中，大陸27歲章姓領隊、64歲張姓

男子、67歲鄭姓男子及51歲陳姓男子，因為頭部、
頸椎、胸骨等傷勢嚴重，仍在醫院加護病房觀察，
沒有生命危險，其餘大陸遊客及台籍司機、導遊都
是擦、挫傷。
64歲的陳姓司機有二三十年開遊覽車經驗，他

說，當時正準備前往貓鼻頭公園，行經南光路時，
一隻狗衝出來，他為了閃狗，將車子轉向路肩，不
料因土質鬆軟，車子傾倒後打滑翻覆。
頭部被壓在車下的胡秀英，與丈夫同遊，事故發
生後，胡的丈夫大喊「我太太被壓在車底」，現場
一片慌亂。
事故發生後，國家旅遊局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
制，責成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和高雄

辦事分處全面了解事故情況，敦促台方全力開展救
治和妥善做好死亡遊客善後事宜，並派員前往醫院
探望受傷遊客，同時要求福建省旅遊局指導組團社
妥善做好事故處置。

家屬赶乘航機赴台
該團為中國國旅（福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組團，台灣捷利旅行社（高雄）地接的6天5晚赴
台遊團。中國國旅（福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港澳中心總經理楊文穎27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稱，目前組團社已經積極聯絡團員家
屬，並協助他們辦理赴台證件，「大部分家屬證
件已經辦理妥當，最快28日晚可搭乘航班赴台探
視」。
記者在位於福州的中國國旅（福建）國際旅行社
有限公司看到，台港澳分部的員工晚間9點仍在加
班處理下午旅遊巴士翻覆事件的後續工作，全員繁
忙。
一位員工透露，團員家屬將搭乘28日下午18時
直飛高雄的廈門航空MF861航班赴台，公司也會積
極協助他們處理抵台後的相關手續。據悉，該航班
晚間19點55抵達高雄。
據介紹，該團為26日進島，預計31日旅行結束
後返回大陸。不料行程第二日便發生翻車意外。

▼福州中國國旅（福
建）國際旅行社有限
公司台港澳中心全員
加班，協助家屬處理
赴台事宜。

記者葉臻瑜 攝

■■當地警方當地警方、、消消
防人員到場展開防人員到場展開
救助救助。。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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