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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
媒體報道，台灣中山高速
公路 11 日深夜發生一宗重
大車禍，一輛阿羅哈客運
大巴失控撞上護欄，造成 6
死 11 傷。大巴司機向警方
稱，當時因閃避前方私家

■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

東馬沙巴版

大巴高速路撞欄釀6亡11傷

車而失控肇事。

乘客未綁安全帶被拋出車外 司機稱閃避私家車肇禍

日深夜一輛載有 16 名乘客的大
據報道，11
巴，從高雄發車開往台北，在中山高速

348 公里高雄岡山段撞上安全島護欄，車體左
側玻璃碎裂，多名乘客被拋出車外，有 6 人在
送院前已死亡，另有11人受傷。由當時高速公
路的監視器畫面可看出，撞擊時出現一道火
光，還伴隨大量碎片等物品飛出，撞擊力道很
大。
■肇事司機
肇事司機12
12日負傷
日負傷
■郭男為亡妻招魂
郭男為亡妻招魂，
，期間
據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隊副大隊長范
至警局應訊。
至警局應訊
。 中央社
一度落淚。
一度落淚
。
中央社
楊健指出，死者被拋出車外，以經驗判斷，應
沒有綁安全帶。
有撕裂傷送醫，司機告訴警方，事發當時現場
昏暗，突然發現前方有一輛未開車燈的私家車
返娘家探兒 妻罹難夫輕傷
竄出，於是緊急閃避，導致撞上護欄。警方已
死者當中包括36歲的林瑀婕，在車禍當下被 經取出行車記錄儀，進一步釐清事故原因。
拋出車外，當場沒有呼吸心跳，經送醫急救不
肇事司機12日被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移
治。林瑀婕原本和丈夫郭勝杰一起搭車回台中 送台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複訊，檢察官晚間
看望年幼的兒子，丈夫在這場車禍當中身受輕 諭令以20萬元（新台幣，下同）交保。
傷住院。
客運公司發言人 12 日表示，司機有超過 10
守在醫院照顧兒子的郭父說，兒子及兒媳婚 年的大型巴士駕駛經驗，過去沒有違規紀錄。 違規，難追訴刑責。但若是前車的車速低於速
後住高雄，兒媳「做了試管」，兩年前生下一 肇事車輛 2011 年掛牌營業，目前車齡約 6 年 限，導致大巴閃避不及，恐也有刑責。
名男孩，由於夫妻倆要工作，小孩交由兒媳台 多，車輛保養維修都依照規定辦理，符合台灣
大巴繫安全帶 料年底完成修例
中娘家照顧，他們11日晚原本要開車一起回台 當局公路主管部門的規範。
中看小孩，但覺得有點累改搭客運北上，沒想
據報道，另有證據顯示前方車輛未開後車
事故發生後，有消息指，據產險業初步調
到卻遇上這場車禍。
燈。有律師受訪時表示，若前方車輛未開燈， 查，該宗事故車輛由富邦產險承保強制車險
司機依照法規，應注意車前的狀況並保持可以 和 乘 客 險 ， 強 制 車 險 身 故 死 亡 理 賠 200 萬
司機沒酒駕 但涉業務過失
煞停的距離，加上大巴有頭燈可以照射前方， 元、乘客險死亡理賠 150 萬元，不幸罹難 6 人
警方表示，大巴司機吳協松沒有酒駕，頭腳 理應可以看見前車，因此前車縱使未開燈構成 可獲強制車險加乘客險共 2,100 萬元賠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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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1 日 一輛阿羅哈客運大巴深
夜在高雄岡山路段高速公路撞上護欄，造成
6死11傷。
6月2日 一輛「國光」客運在大雨中追撞貨
櫃車，造成1死30傷。
2 月 3 日 蝶戀花旅行社賞櫻團疑因司機疏
失，在回程的高速路上翻車，造成 33 死 11
傷，是歷年來最嚴重「國道」死傷事件。
2016 年 7 月 19 日 一輛玫瑰石通運旅巴載
陸客前往桃園機場搭機，在高速疑因司機縱
火，造成包括司機在內共26人死亡。

當於一人 350 萬元。
另外，台灣當局交通主管部門正研擬修改法
規，強制大巴上高速公路時，乘客繫安全帶，
並爭取縮短公告期，預定年底前完成法制化。
台灣當局交通主管部門「路政司副司長」張
舜清說，交通主管部門從 2007年7月起就已要
求新出廠大巴座椅要有安全帶，2008 年 1 月起
列入定檢項目，現在多數大巴的座椅都有安全
帶。

台飛彈摔落甲板 彈頭尾翼受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台灣地區防務部門海軍艦
隊11日卸載飛彈時，飛彈跌落甲板，造成彈頭及尾翼損
毁。防務部門12日回應，初步研判更換零件後可正常使
用，同時檢討疏失責任。
台灣地區防務部門海軍艦隊指揮部12日發佈新聞稿指
出，駐守在澎湖的 146 艦隊「子儀號」軍艦，11 日下
午，於碼頭執行標準一型飛彈卸彈作業時，其中一枚飛
■「子儀」艦抵達港口後，工作人員裝卸導彈。
彈不慎滑落甲板，造成飛彈彈頭及尾翼損毁，無人員損
視頻截圖 傷。事故原因現正調查處理中，初步研判可自行修復，

近三年台灣巴士重大車禍

■台灣一輛長途大
巴 11 日 晚 深 夜 在
高速公路疑因閃避
私家車失控自撞護
欄，造成 6 死 11 人
傷。圖為檢察官戡
驗阿羅哈肇事車
體。
中央社

更換零件後可正常使用。
防務部門強調，所屬單位執行卸彈作業前，均要求作
業人員依標準作業程序完成相關檢查。針對此次飛彈滑
落受損一事，將詳實調查原因，檢討疏失責任，以落實
風險管控，避免類案再生。
標準一型防空飛彈，是台灣防務部門海軍第一種區域
防空飛彈，該型號飛彈彈體重 625 公斤，彈體長 4.47
米，飛行速度為2馬赫（約等於每小時2,450公里），射
程為46公里。

2015年 11 月 23 日 一輛「國光」客運晚間
行經中山高銅鑼路段，因車內電視機起火，
司機緊急將車輛停靠路肩，疏散乘客避難，
卻遭後方聯結大貨車追撞，造成 2 死 3 重傷
10輕傷。
資料來源：台灣中央社

李明哲母妻同機返台
李明哲案11日開庭過後，母親郭
秀秦及妻子李淨瑜在岳陽停留一
晚，於12日中午離開岳陽，晚間抵
達桃園。婆媳2人及陪同人員將同機
返台，結束這場旁聽及會面之旅。
由於李明哲在8月底寫給李淨瑜
的信中提到，要母親帶些錢前往旁
聽開庭，以便支應每月人民幣
2,000元（新台幣9,200元）藥費及

200元生活的開支。因此，郭秀秦
12日離開岳陽前，委託台商辦理匯
款手續。
根據北京律師及華南台商的看
法，李明哲案若無節外生枝的案情
發展，應可望在3個月內宣判。但
屆時是否再次開放李明哲家屬前往
旁聽，則須視大陸官方的態度而
定。
（中央社）

神州大地

貴州烏江「守護神
守護神」
」
廿餘載救
廿餘載
救 58人

今年 48 歲的曾二來
歲的曾二來，
， 21 歲時
隨父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
隨父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
，在烏
江上靠打魚為生。
江上靠打魚為生
。20 多年來
多年來，
，他
先後從滔滔烏江中救起 58 名落
水者，
水者
，撈起百餘噸垃圾
撈起百餘噸垃圾，
，不僅被
譽為烏江上的「
譽為烏江上的
「守護神
守護神」，
」，也是
也是
江面上的垃圾清運工。
江面上的垃圾清運工
。
■《貴陽晚報
貴陽晚報》
》

「20多年前，我們一家從湖南來到沿河
後，是熱情好客的沿河人接納了我

■ 曾二來在烏江打魚的 20 多年
裡，先後救過
先後救過58
58名落水者
名落水者，
，打撈
起百餘噸江上垃圾。
起百餘噸江上垃圾
。 網上圖片

們，親如兄弟。最困難時，我們還得到沿河人
民及各級政府的幫扶。」曾二來說，清澈的烏
江水養育了他們一家。救人，就是報恩。
1998 年夏，在沿河縣城念高中的張毅在烏
江邊洗澡時，被捲入江中。曾二來聽到呼喊
聲，立即發動機動船去追，最終在下游 500 米
處將他救起。事後，張毅認了救命恩人曾二
來做乾爹。如今，在貴陽一派出所上班的張
毅，只要回到沿河，就要去烏江邊看望乾爹
乾媽。
2006 年，5 個廣西籍的中老年人來烏江河灘
尋奇石時，夜宿在河灘邊。當夜，上游思林電
站突然開閘放水，5 人一同被浪捲走。沿河海
事處接到報警後，電話通知曾二來協助救人。

新疆漢晉奇特木棺「開棺」墓主衣貼金箔頭戴花環
板和棺身由木製暗軸相連，可以自由關合，很 繡或絲棉的覆面，覆面下面有類似「口罩」
像今天的筆記本電腦。在比孜里墓地，和它形 一樣的護頜罩，頭部戴有花環，一具乾屍的
制相同的木棺還有三口，但唯獨該口木棺保存 上衣還貼有亮閃閃的金箔。
得最完好。
乾屍經現場專家鑒定，三具乾屍兩男一女，
年齡相差不多，都在25至30歲之間，其中，
三具乾屍為兩男一女
最上面一具乾屍為一男子，下面並排兩具乾屍
與形制獨特的木棺相比，木棺中的三具乾 分別為一男子和一婦女。專家組排除了三人同
屍葬式更為獨特。棺中有三具乾屍相互疊壓 時死亡，及非正常死亡的情況，也不存在二次
在一起，乾屍身着鮮艷的衣物，臉部裹有毛 葬。
另外一口形制相同的彩棺，外壁圖案極其
罕見，一端畫有表情詭異的人面像，一端畫
了一對大腳。兩側紅色顏料畫出的方格內，
還有用靛青色顏料描繪的團花。
據史料記載，比孜里墓地所屬洛浦縣，漢晉時
期屬西域于闐國範圍，這裡地處絲綢之路南道要
衝，曾是西域南道中國勢最強的國家之一。公元
前二世紀（西漢時代），尉遲氏建立于闐國，于
闐國在西漢時期，人口曾達1.93萬人，全國有
3,300多戶，戰士2,400人。
■新疆比孜里墓地開啟漢晉時期的奇特木
■墓葬中的墓主頭戴花環。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棺，發現棺內存有三具乾屍。
網上圖片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日前對洛
浦縣比孜里墓地出土的兩口形制罕見如同
「隨意開合的筆記本電腦」的漢晉時期棺
木進行了開啟。考古學家指，它們的出土
反映出地處絲綢之路南道上的和田，在漢
晉時期貿易繁盛，東西方文化在此碰撞與
交匯。
考古人員介紹說，該口木棺出土於比孜里墓
地編號為M27的墓葬中，它的形制很獨特，蓋

■曾二來一家從湖南來到貴州沿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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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電話喚醒的曾二來夫妻倆立即起床，駕着漁
船沿江搜尋，最終救起了他們。幾人獲救起
後，從身上摸出一大把濕漉漉的鈔票，塞給曾
二來夫婦，被二人婉拒……

「做夢都感覺有人在喊『救命』」
「那幾年不斷救人，我做夢都感覺有人在喊
『救命』！」曾二來說。曾二來的妻子劉瓊
說，20 多年來，他們先後從烏江中救起了 58
名落水者，其中多半是孩子。這些孩子因為怕

父母知道自己因貪玩溺水，會挨打罵，多數不
留名、也不說聲「謝謝」就跑了。
「既然生活在烏江邊，只要發現有人落水，
即使有再大的困難，再大的危險，我們也要全
力去救人。」 曾二來夫婦說。不過，救人有風
險。有幾次，曾二來曾被落水者抱住，拖入水
底，險些喪命。救的人多了，曾二來漸漸摸索
出一些救人的經驗。
有人稱，那些年，曾二來成了烏江航運局的
「110」，有人落水不是直接打「110」報警，
而是打下游的曾二來的電話。
曾二來的船上，時常有一個垃圾袋，他
一邊打魚一邊撈垃圾。20 多年來，他從烏
江撈起的垃圾，足有上百噸。如今的曾二
來不僅是烏江上的「守護神」，更是江面
上的垃圾清運工。

長隆推海底潛水 遊客可與鯊共舞
在超過 2 萬條海洋珍奇魚類的簇擁下，與多條世
界最大的魚——「鯨鯊」共舞，暢遊珠海長隆海洋
王國海底，這樣的畫面，對於喜歡出境海島遊玩潛
水的民眾而言，吸引力十足。
據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的領導透露，「海底潛
水」項目還將不斷擴增開放，除了海豚島和鯨鯊
館已經推出潛水體驗，隨後將逐步探討開放海牛
館，讓愈來愈多的遊客可以在家門口就能暢遊
「海底世界」。

透過鯨鯊
館 長 39.6
米 ， 高 8.3 ■世界最大的魚
世界最大的魚—
——「鯨鯊
鯨鯊」。
」。
米 ， 厚 0.65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米的巨大亞
克力玻璃觀賞屏，可以看到潛水愛好者擺動着泳
姿，與「鯨鯊」嬉戲同游，還可以追逐錘頭鯊、魔
鬼魚，或跟千年綠海龜海底「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逾1500姜太公後裔山東祭祖
伴隨着古雅的《齊韶九成》之《祭禮》音樂，姜太公誕辰 3,156 周
年祭禮 12 日在山東淄博市臨淄區舉行。姜氏、呂氏、丘（邱）
氏、崔氏等來自韓國、台灣等海內外的 1,500 餘名姜太公後裔宗親
在太公像前肅穆而立，聆聽祭文，共同祭祀先祖。
據史載，姜子牙是古代齊國開國之君，當今遍佈世界各地的102個
姓氏都由姜姓繁衍而來，其中包括姜、呂、丘（邱）、高、崔等 64
個單姓和淳于、東郭等38個複姓，其中崔、丘（邱）、高、姜、呂
■姜太公誕辰 3,156 周年祭禮現 等為大姓。據不完全統計，姜太公後裔呂氏在東南亞有200多萬，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場。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氏在韓國有13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