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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台海新聞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台北市警察局統

計，今年一月到現在，平均每個月都會有220場大小陳抗事

件；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上任後，除打擊詐騙、取締毒品

等治安政策外，如何保證陳抗場面不致脫序失控，成為上任

以來最大的課題。

台北市月均陳抗220場
確保抗議場面不失控成警方最大課題

警界人士透露，新任“警政署

長”陳家欽與陳嘉昌上任

後，其中一項最被賦予的使命，

就是控制陳抗不要失控。

陳嘉昌上任初期，遇到如九月

圓山忠烈祠反年改抗議時，不敢大

意，要求台北所有14個警分局都派

人支援，形成近千名警力對上僅有

數十名抗議民眾的場面。

安排警力輪替支援
陳嘉昌近日已調整做法，他多

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未來陳抗的維

安工作將進行調整，根據情資、陳

抗團體背景與規模派出適當數量的

警力，同時各警分局會以輪替的方

式，輪流支援陳抗場合，不再是台

北所有警分局每場必到。

由於台北市陳抗數量居全台

之冠，負責博愛特區治安的中正

一警分局長，更成為高壓職務，

不但處理陳抗運動時動輒得咎影

響官途，與家人聚少離多，甚至

因在外久站還會造成健康損害。

陳嘉昌決定讓中正一分局長不要

任期太久，以免讓中正一分局成

為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職缺。

高壓職務動輒得咎
台北市中正一分局轄區主要

在博愛特區，包括台灣地區領導

人辦公地與領導人官邸等敏感區

域，過去的分局長不只容易接近

層峰、甚至是高層欽點，也常被

視為明日之星。

一名警官指出，中正一分局

長是高壓職務，畢竟處理陳情抗

議的維安工作時，稍一不小心就

會得罪人，政治、社會各方壓力

都會聚集到分局長身上。

黃國昌罷免案投票在即 門檻63888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新

北市選區選出的“時代力量”籍“立委”黃國

昌罷免案備受關注，新北市選委會10日表示，

罷免案將於16日投開票，預計當天晚間7時前

會完成開票，罷免門檻為63,888票。

新北市完成黃的罷免案投開票後，台當局

選舉委員會將在19日經委員會議確認後，正式

公告罷免結果。新北市選委會副總幹事黃堯章

10 日受訪指，這次黃國昌罷免案在新北市設 7

個投票所，投票時間為 16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預計晚間 6 時 30 分到 7 時完成開票，並宣

佈同意票和不同意票的票數。

19日公告罷免結果
根據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罷法）規

定，罷免通過門檻是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

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區選舉人總數 1/4 以

上。黃堯章說，這次投票人數共255,551人，人

口數小幅增加，1/4等於要63,888票才算通過。

台當局選舉委員會副主委陳朝建受訪稱，

16日當天就會知道罷免結果，19日前台當局選

舉委員會會審定罷免投票結果，並於19日經委

員會議完成票數確認後，正式公告罷免結果。

若罷免案通過，還需行文給“立法院”進行後

續程序。

據了解，依據台選相關規定，黃國昌罷免

案從 6 日起就不能再發佈、引述相關罷免民

調，16日投票日零時起，也不能在LINE、臉書

等社交網絡等拉票，違者最低裁罰新台幣50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

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10

日出席桃園市黨部慶祝國民黨123

歲生日園遊會，他表示，希望大家

同心協力在2018贏得勝利，並在

2020年讓國民黨重新贏回執政權。

吳敦義表示，馬英九出任領導

人期間兩岸和平發展。但在最近這

一年多的時間，看到了執政的民進

黨政府準備不足，光是一例一休、

對中國國民黨推動的不當黨產處理

條例，乃至於現在推動的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都有強大的針對性，因

此國民黨更要振奮精神。

吳敦義指出，中國國民黨成

立已經123年，有人說國民黨過去

比較溫、良、恭、儉、讓，溫良

恭儉都是好品德，但一定要當仁

不讓。國民黨還有未完成的責

任，這個責任就是包括桃園在

內，在2018把為民服務的機會贏

回來。

吳敦義盼2018選戰 重奪執政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台灣日前出現了新型毒品——彩虹

煙和毒品咖啡包等，毒販用新奇包裝吸

引年輕人的目光。日前，台灣警方就破

獲了一個販毒集團，查獲近900包毒品咖

啡包。

毒品混雜或危害生命
台灣警方最近在查緝毒品時發現了一

款彩虹煙，因為外觀顏色酷炫且有香氣，

吸起來還有特殊煙霧，非常具有迷惑性，

因此在台灣各個娛樂場所流行。警察憂

慮，因為彩虹煙裡面混雜的毒品成分不

明，對人體的危害可能更大。

台灣警方表示，如果毒品成分不一的

話，造成人體的危害就非常的大，二三級

毒品混雜在一起的話，勢必讓毒性就比較

強，甚至就會造成生命上的危害。

包裝新奇吸引年輕人
除了彩虹煙，新型毒品還以咖啡包和

糖果的形式出現，因為包裝新奇，更容易

吸引年輕人的目光，也因此在全台暗中流

行，導致今年使用新型毒品致死案暴增，

而且使用者平均年齡不足18歲。

有鑒於此，台法務部門提案，未來販

賣兩種以上混合毒品給未成年人甚至孕

婦，要加重刑責。另外，台北市警察局刑

警大隊毒品查緝中心11月底破獲一個販毒

集團後，順藤摸瓜前往桃園市逮捕了年僅

23歲的毒梟，並在民宅內查獲近900包毒

品咖啡包、彩虹煙10包和200多萬元新台

幣現金等贓物。

警方指出，從日前查獲的未成年吸食

毒品的案件分析，有販毒集團專門將毒品

瞄準青少年，警方於是成立項目小組展開

追查，發現販毒集團利用不知情的出租車

司機，以快遞的方式將毒品送貨至指定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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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台灣
50多個民間團
體聚焦台北表
達訴求，抗議
台當局未能履
行選舉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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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平均
每月220場陳
抗，保證場面
不失控成警方
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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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刻刻，，在距離天安門廣場在距離天安門廣場300300多公里多公里

的河北邢台平鄉縣尋召鄉北流渠的河北邢台平鄉縣尋召鄉北流渠

村村，，一對夫妻也正在自家院落裡一對夫妻也正在自家院落裡，，向房向房

頂上飄揚的五星紅旗行注目禮頂上飄揚的五星紅旗行注目禮。。66年多年多

了了，，這種仰望已成為他們每個清晨的例這種仰望已成為他們每個清晨的例

行儀式行儀式。。這對夫妻便是張自軒的父母張這對夫妻便是張自軒的父母張

運興運興、、逯敬穩逯敬穩。。

咫尺相看兩茫茫
20122012年年，，夫妻倆決定到北京去看夫妻倆決定到北京去看

看讓他們驕傲的兒子看讓他們驕傲的兒子。。老兩口想像了老兩口想像了

無數種與兒子相見的方式無數種與兒子相見的方式：：擁抱擁抱、、哭哭

泣泣、、囑托……可萬萬沒想到囑托……可萬萬沒想到，，與兒子與兒子

的會面的會面，，竟是近在咫尺間竟是近在咫尺間、、相看兩茫相看兩茫

茫茫。。

遊客眾多的天安門廣場上遊客眾多的天安門廣場上，，身穿身穿

““橄欖綠橄欖綠”、”、威武挺拔的身影很快映入威武挺拔的身影很快映入

夫妻倆的眼簾夫妻倆的眼簾。“。“那不是軒兒嘛那不是軒兒嘛！！瘦瘦

了了，，但是更精神了但是更精神了！”！”走到離兒子最近走到離兒子最近

的地方的地方，，張運興激動地朝兒子招了招張運興激動地朝兒子招了招

手手，，哪曾想哪曾想，，面前的兒子卻毫無反應面前的兒子卻毫無反應，，

目不轉睛目不轉睛，，紋絲不動紋絲不動。。千里迢迢趕來千里迢迢趕來，，

顛簸一路的期待此時化作了不解的怨顛簸一路的期待此時化作了不解的怨

氣氣：“：“這咋來了部隊兩年都不跟父母說這咋來了部隊兩年都不跟父母說

話了話了？！”？！”

可 回 應 他 們 的 依 舊 是可 回 應 他 們 的 依 舊 是 ““ 沉沉

默默””……潸然淚下……潸然淚下，，蹣跚遠去蹣跚遠去，，看着看着

父母親的樣子父母親的樣子，，沉默的張自軒內心卻沉默的張自軒內心卻

像火山在爆發像火山在爆發。。突如其來的相見突如其來的相見，，讓讓

他激動欣喜他激動欣喜。。他多想大喊一聲他多想大喊一聲““爸爸！！

媽媽！”！”來一個熱烈的擁抱來一個熱烈的擁抱。。可是他知可是他知

道他不能道他不能，，國旗哨位使命光榮國旗哨位使命光榮、、責任責任

重大重大。。早已練就鋼筋鐵骨的張自軒早已練就鋼筋鐵骨的張自軒，，

此刻柔腸百轉此刻柔腸百轉。。

我家有抹“國旗紅”
下哨後回到營區下哨後回到營區，，張自軒終於見張自軒終於見

到了之前相見卻不能相認的父母到了之前相見卻不能相認的父母，，眼眼

圈裡打轉許久的淚水再也難以抑制圈裡打轉許久的淚水再也難以抑制，，

順着臉頰恣意而下順着臉頰恣意而下。。隨後隨後，，跟着兒子跟着兒子

在營區參觀的老兩口在營區參觀的老兩口，，在國旗護衛隊在國旗護衛隊

隊訓前駐足了許久隊訓前駐足了許久————““護衛國旗護衛國旗，，

重於生命重於生命”，”，在他們心裡沉甸甸的在他們心裡沉甸甸的。。

北京之行讓張運興感到自己和兒北京之行讓張運興感到自己和兒

子的心真正靠在了一起子的心真正靠在了一起。。回到家回到家，，他他

便買來一面長便買來一面長11..66米米、、寬寬11..2828米的國米的國

旗旗，，在自家屋頂高高升起在自家屋頂高高升起。。看着國旗看着國旗

飄揚在朝陽裡飄揚在朝陽裡，，張運興夫婦就像看到張運興夫婦就像看到

了肩扛了肩扛““祖國第一旗祖國第一旗”、”、正步走在正步走在

““祖國心臟祖國心臟””的兒的兒

子子。。

面對採訪面對採訪，，張張

運興話語很樸實運興話語很樸實：：

““張自軒是普通一張自軒是普通一

兵兵，，我們是普通的我們是普通的

軍人父母軍人父母。。要說有要說有

啥 不 同啥 不 同 ，， 那 就那 就

是是 ——— 我 家 有 抹— 我 家 有 抹

‘‘國旗紅國旗紅’！”’！”

褐馬雞特產於中國，是中國國家一級保護

動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

名錄。這種稀有鳥類古稱為“鹖”，每有“外

敵”入侵，牠們總是英勇相抗，至死方休。由

於鹖代表了勇武無畏的精神，中國古代帝王常

用鹖的尾羽裝飾武將的帽盔，以激勵將士勇往

直前。最近，褐馬雞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譜”。幫牠們編寫“家譜”的是山西太原動物

園野生動物研究中心。

信息記錄清晰
太原動物園有關負責人張麗霞說，褐馬雞

譜系編制工作從2013年開始，目前已經建立了

較為完整的全國圈養褐馬雞的家族譜系。

長期的獵捕、棲息地的破壞和日漸增多的

人類活動，使褐馬雞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調

查顯示，目前中國褐馬雞數量僅5,000隻左右，

且各種群之間相對封閉，缺乏基因交流，物種

生存狀況堪憂。“褐馬雞圈養種群亟需保護和

擴大，為牠編制譜系迫在眉睫。”張麗霞說。

2013年，中國動物園協會發起珍稀野生動物種

群管理譜系編制工作，首批確定了10種珍稀動

物，褐馬雞與大熊貓等一同列入其中。

山西呂梁山地區是褐馬雞的主要棲息地，

褐馬雞的譜系編制工作便落到了太原動物園。

這裡的工作人員調查了中國國內100多家單

位，終於摸清了全國圈養褐馬雞的譜系情況。

在《褐馬雞譜系簿》中，每一隻褐馬雞的性

別、出生地、出生年月、父母代碼等信息都有

着清楚的記錄，從中可以追溯每個個體的生命

歷程。

據了解，目前圈養褐馬雞家族譜系數據截

止到2016年底，今後太原動物園還將每年對譜

系進行更新，持續跟蹤記錄褐馬雞“家譜”。

■新華社

上周六下午，一條腹部受傷的鯨魚

現身三亞市大東海浴場。經過數小時的

努力，中科院深海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的

海豚專家、三亞海洋與漁業局工作人員

將受傷鯨魚裝車送往具有救護與暫養能

力的場館。

據了解，當日上午，大東海浴場珠

江花園酒店與曼哈頓酒店前方沙灘處，

有一條“疑似鯨魚”擱淺。據接報趕來

的三亞市海洋與漁業局環保科科長李華

介紹，他們抵達現場時，發現這條“疑

似鯨魚”可能身體有傷，不讓人接近。

當天11時，“疑似鯨魚”在救護人員的

護送下往外海游去。15時許，三亞市海

洋與漁業局再次接報，這條“疑似鯨

魚”又游回來了。這個局的工作人員再

次趕到現場，並邀請中科院深海所專家

前來共同商議救護措施。

隨着“疑似鯨魚”的游動，冒出的

血染紅了水面。現場工作人員調集沙灘

毛巾毯，兩個多小時後才在淺水區域將

受傷的“疑似鯨魚”包裹控制住。18時

左右，受傷的“疑似鯨魚”被抬上救援

車，送往中科院深海所救治。經專家認

定，其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抹香鯨，長3

米，重約300公斤，上岸後發現生殖裂部

位有出血跡象。 ■新華社

驕兒護旗天安門驕兒護旗天安門 父母升旗農家院父母升旗農家院

一抹國旗紅
兩代愛國情

冬日的清晨，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外的國旗護衛隊營區

裡，傳來悠揚嘹亮的《國旗護衛隊隊歌》。這是武警北京市

總隊國旗護衛隊戰士張自軒再熟悉不過的清晨。再過幾十分

鐘，他就將擎着全中國最大的特號國旗，和35名戰友一起，

在上萬名來自五湖四海群眾的矚目中，將中國的尊嚴和信仰

高高升起。和以往一樣，張自軒腦子裡過電影似的反覆播放

着升國旗儀式的程序，心裡

默念：“爸媽放心，我一定

把國旗升好！” ■解放軍報

保護瀕危鳥類保護瀕危鳥類 晉為褐馬雞編晉為褐馬雞編““家譜家譜”” 受傷抹香鯨三亞擱淺獲救

■■國旗護衛隊被網友稱為國旗護衛隊被網友稱為““男神隊男神隊”，”，自自19821982年以年以
來來，，已完成逾已完成逾2525,,000000次零失誤升降旗任務次零失誤升降旗任務。。9090後張後張
自軒在自軒在““男神隊男神隊””中身負擎旗重任中身負擎旗重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眾人合力救出抹香鯨。 網上圖片

■特產於中國的褐馬雞是國家一級保護動
物。 網上圖片

■■老兩口每日老兩口每日
清晨對國旗行清晨對國旗行
注目禮已成例注目禮已成例
行儀式行儀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談到父母，張自軒不
由潸然淚下。網上圖片

■■張自軒拿出一面張自軒拿出一面
新的國旗新的國旗，，進行每進行每
天的例行檢查天的例行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