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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查虎航麻疹遲通知事件
延遲三日通知涉事員工 航企稱當局未指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虎航機組員曾接觸麻疹患者，未落實自主

■海峽兩岸（昆山）馬拉松賽鳴槍開跑。
香港文匯報昆山傳真

虎航麻疹事件簿

健康管理還出勤，導致 5 名機組人員感染，並需要在全台對千餘人進行追蹤。虎

3月17日 台灣一名旅客搭台灣虎

航宣稱是疾管部門未指示，台「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 15 日對此駁斥，稱 3 月

航班機到沖繩旅遊

26 日即明確告知機組員應自主健康管理，虎航卻延遲三日才通知，疾管部門將釐

3月19日 旅客在日本就醫並確診

清是否觸法，若確定違法，研擬開罰。

麻疹

台

灣「疾管署」公佈，15 日檢驗 6 件通報麻
疹檢體，2 名與台灣虎航感染者有接觸史
者驗出陽性，分別是台虎的機師和空服員。因2
人日前都有注射疫苗，須進一步釐清是疫苗株
或麻疹病毒。
「疾管署」3月29日公佈今年首例境外移入麻
疹確定病例。此個案從泰國旅遊回台後，在3月
14 日出現發燒、咳嗽症狀，於 17 日又搭台灣虎
航到沖繩旅遊。19 日因肢體出疹在沖繩就醫被
確診麻疹，直到26日才搭機回台。

事，1名沖繩班機的乘客。迄今仍在追蹤的個案
人數是1,282人。
台灣衛生單位在個案返台的 26 日即進行通報
及疫調，也發文給虎航，要求提供該班次個案
前後2排旅客名單及航班機組人員作自主健康管
理，並請航空公司建立該班機機組人員名冊。
虎航 26 日即接到「疾管署」通知，29 日當「疾
管署」公佈個案後，虎航也一再對外表示，接
獲「疾管署」通知後立即配合辦理。但實際上
直到 3 月 29 日才發信通知員工，理由是「疾管
署」未指示與提醒。
「疾管署」
：說法「不能接受」
莊人祥15日表示，當局26日就發文給虎航，
此指標個案導致的第二波傳染共5人，分別是 要求提供相關旅客清單及機組員應自主健康管
台灣虎航 2 名空服員，1 名機組員，1 名個案同 理。莊人祥說，過去在航空界發生麻疹個案都

3月26日 旅客回台，台疾管部門
立即通報及疫情調查並
通知虎航，虎航延遲至
29 日 下 午 發 信 告 知 員
工，導致 2 名空服員，1
■台灣虎航機組員未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導致
5名機組人員感染。
網上圖片
是循此模式處理，以往運作也都很順暢。至於
虎航說，26 日知情，29 日才通知是因為「『疾
管署』沒有指示與提醒」，莊人祥表示這種說
法「不能接受」。

名機組員，1名沖繩班機
乘客感染
3月29日 台疾管部門公佈今年首
例境外移入麻疹病例
資料來源：中央社

背媽祖環島 孝子為病母痊癒還願

■張東耀自3月底背負媽祖神像環島還願。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30 歲的
花蓮市里長張東耀，去年底母親重病住
院，他許願若母親能康復出院，將背媽祖
神像到嘉義奉天宮還願；母親出院後，他
自 3 月底背負媽祖神像環島 17 天，15 日中
午抵達嘉義。
張東耀 15 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母親陳瑞
萍去年 12 月突然重病住院，甚至一度呼吸
衰竭。母親住院期間，他向媽祖許願，除
了吃素一個月為母親祈福外，若母親能順
利康復出院，他願意再度背負神像繞行北
台灣，徒步前往新港奉天宮還願及祈福。

結果，母親住院 45 天後，順利康復出
院，他也規劃在媽祖聖誕（農曆 3 月 23
日）前背負神像，從花蓮出發繞經北台灣
徒步到嘉義還願，與去年繞行南台灣合起
來，象徵環島圓滿。但由於花蓮地震使公
務繁忙，令他遲遲未能成行。

民眾沿途伴行 人情味滿心頭
直到上月 28 日，張東耀依計劃，背着媽
祖、金虎爺等神像從花蓮徒步出發。他
說，4月6日他走到雙腳都起水泡了，陪走
的一位大哥馬上連絡大甲鎮瀾宮醫療團義

診團隊為他治療，讓他感念於心。
張東耀 15 日上午從雲林土庫順天宮出
發，中午進入嘉義新港鄉。他說，一路走
來雖然辛苦，但也讓他感受到台灣濃濃的
人情味。
張東耀說，原本他只是一個人獨行，但
沿途有許多信眾擔心他發生危險，於是陸
續有人加入陪走的行列，讓他沿路都不孤
單。
徒步17天來，他總共收到20幾個紅包，
內心非常感動，將把這些紅包轉贈弱勢群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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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昆山報道）
大陸著名的台資高地江蘇昆山15日舉辦首
屆大型全民馬拉松賽事─2018海峽兩岸
（昆山）馬拉松賽，6,000 餘名選手中，
200餘名台灣地區選手格外惹人注目。
據昆山官方介紹，此次賽事為4月13日
啟動的第七屆海峽兩岸（昆台）文化交流
月活動中的內容之一，是昆山貫徹落實
「31 條惠台措施」的有力舉措，同時亦
是中國田協官方認證的A級賽事。
在大陸同日開跑的眾多馬拉松賽事中，
昆山馬拉松賽的「兩岸」元素最為濃郁。
不僅有來自台灣，曾奪得 2014 年、2017
年 Wings for Life World Run 路跑冠軍，
2015 年台灣 50 公里超馬紀錄的「台灣最
強市民跑者」李智群，也有曾連續拿下太
魯閣峽谷馬拉松、馬祖國際馬拉松等獎牌
的台灣馬拉松界頂級新星陳秉豐。此次比
賽最後由來自蘇州的蘭基勇和台北的李智
群、陳秉豐分獲男子全程馬拉松冠、亞、
季軍。

台女遊泰按摩遭性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一名女
遊客在泰國遭按摩師性侵，泰國皇家警察總長已經
下令徹查全案。
台灣當局駐泰國代表處本月 13 日接獲被害台灣
女子的電話，她表示，12日晚間與友人前往曼谷市
通羅區蘇坤藯路 23 巷的 Tony thai 按摩店按摩，其
間遭一名男性按摩師性侵。
代表處隨後派員陪同女子前往曼谷通羅警察局報
案，並到醫院驗傷，泰國警方帶回疑犯讓受害人指
認，經過指認無誤。警方表示，當日疑犯在警察局
否認，第二天在按摩店被指認時才坦承犯案。根據
泰國警方初步調查，這名27歲的泰國疑犯向警方辯
稱是女方同意，並未強迫，不過警方將根據被害人
的驗傷報告和筆錄，以及指認結果和相關證據，一
併調查。

贛婦大愛 照顧癱瘓大伯八年

在江西南昌縣八一鄉錢溪村內，「90
後」的涂小英趁着好天氣，將丈夫的哥哥
章孟春抱到輪椅上，推到院子裡曬太陽。
2010 年，她與錢溪村青年章孟良結婚，
不僅要照顧自己的「小家」，還負擔起照
顧丈夫哥哥的重任。涂小英日復一日照顧
丈夫哥哥的事跡在錢溪村傳為佳話，對
此，涂小英卻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她表
示：「既然嫁到這個家，就是這個家的一
分子，哥哥年少時身體就不好，他沒有結
婚，如果撒手不管，良心會過意不去
的。」
涂小英的丈夫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一
個哥哥，下面有兩個妹妹。他們的父母
1996 年因意外雙雙去世，兩個妹妹也出
嫁了。哥哥章孟春自小患有小兒麻痺症，
一直和弟弟、弟媳生活在一起。前些年，
章孟春在章孟良和涂小英的幫助下開起了
小雜貨店，勉強能維持生計。可惜好景不
常，章孟春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導致下肢
徹底癱瘓，人也逐漸萎縮了，長年臥床不
起。
現在，章孟春身高只有 70 多厘米，體
重只有 20 餘公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見此情景，涂小英二話不說，與丈夫一起
肩負起照顧哥哥的責任。

青海拉麵闖天下
萬五店遍地開花
「希望把青海拉麵做成國際品牌，就像『肯德基』、『麥當勞』一樣。」馬來西
亞—中國穆斯林總商會會長阿茲密．本．阿卜杜拉說自己「癡情」於拉麵，「中國美
食，包括拉麵，在馬來西亞有很大市場，我們是喜歡的。」阿茲密．本．阿卜杜拉盛
讚的青海拉麵，是被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農民們「發揚光大」的。這座中國西部人口
僅 30 萬的偏遠小縣，有 10 萬人在中國 270 多個城市經營着 1.5 萬家拉麵店。 ■中新社

「那時候家裡沒錢，初中畢業，我就跟着拉麵
師傅去了廣州。當時一點也不怕。」28歲

「上萬家拉麵店，意味着每年擁有上億人次的
消費群體。」青海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教授王
的馬吉成是化隆「拉麵大軍」起家的典型代表。跑 樹林建議，應建立青海拉麵規範及質量標準。
堂四年，學拉麵手藝三年，如今，與人合夥，馬吉
物聯網減成本 創職位助扶貧
成已是河北邯鄲三家拉麵店的老闆。
「在外面掙得好，一家店一年能掙十幾萬元
伊達餐飲管理投資有限公司創辦人馬青雲正在
（人民幣）。」馬吉成說，「但在大城市，我們有 廣州考察化隆拉麵的「中央大廚房」。他說，「中
點費勁，小城市生意還行。」囿於基礎條件，在一 央大廚房」通過物聯網，加工牛羊肉和湯料，再統
線城市很難開一家小規模拉麵店。
一配發至各拉麵店，節約成本，提高競爭力，目
化隆回族自治縣副縣長陳建宏分析說，化隆拉麵 前，「半中央廚房」正在試點。
品牌戰略缺失，產品缺乏創新，人才培訓滯後，營
目前，化隆拉麵店還在佈局。當地官方引導
運支撐不足，在餐飲消費升級背景下，化隆拉麵遇 「帶薪在崗實訓+創業」模式，扶貧對象從跑堂打
到了瓶頸，急需提檔升級。
雜幹起，一年實訓後，靠本錢積累、貼息貸款，就
化隆官方見招拆招，於本月初授權一些當地拉 能開「扶貧拉麵店」。
麵店，統一使用註冊的品牌「化隆牛肉麵」，希
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阿茲密．本．阿
望藉此實現「主導品牌引領」，「青藏源」、 卜杜拉建議中國經營者在馬來西亞「起步」時，
「伊麥佳」、「海尼爾」等「自主品牌遍地開 「拉麵店規模不宜太大，應主動展示食材，店址選
花」。
擇也很重要。」

兩岸馬拉松開跑 逾 台選手參賽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做事任勞任怨 鄰居讚譽有加

■ 化隆人在中國各地經營着
1.5 萬家拉麵店
萬家拉麵店。
。 資料圖片

■ 化隆官
方致力推
廣「 化 隆
牛肉麵」
品牌。
網上圖片

涂小英育有兩個小孩，小的還在上幼兒
園，每天需要接送。因為涂小英要照顧章
孟春，家裡的收入完全靠丈夫在外打工。
每次章孟春生病，只能由涂小英帶他去看
病，兩個小孩就得託鄰居照看。
心地善良、話不多是鄰居對涂小英的評
價，涂小英平時與鄰居們的關係非常融
洽，大家都樂於幫助他們一家。村民表示
涂小英做事任勞任怨，為人和善又忠厚本
分，能照顧章孟春這麼多年真的很了不
起，大家都很佩服她。
■南昌新聞網

機械人駐陝藥房 看症拿藥一條龍

■「小喬」能幫顧客按照病情症狀尋找藥品。

網上圖片

如今科技發達，越來越多的崗位被
機械人取代，在陝西寶雞市甚至出現
沒有駐店藥師的藥店，取而代之的是
一個叫「小喬」的「藥師機械人」。
它既能幫顧客按照病情症狀尋找藥
品，還可以連線醫院的醫生進行現場
診病，並且能和顧客聊天開玩笑，十
分有趣。
這位藥師頭部裝有鏡頭，胸前是一
塊大屏幕。屏幕的首頁顯示的是一位

穿着白大褂的女子，點擊頭像則會進
入「找藥」的界面，以病情進行分
類，然後按照菜單上的病症表現來選
擇，最後點擊查詢就可以找到符合要
求的藥品。屏幕上還有在線問診的菜
單，點擊之後就會連接相應醫院的醫
生，然後進行簡單診病。除了點擊屏
幕操作外，顧客還可以和「小喬」進
行語音對話。有顧客試着和「小喬」
聊天，比如說：「小喬你好漂亮。」

它就會俏皮地回答：「還可以，一般
般啦。」
藥店職員表示，他們藥店剛開業不
久，藥師機械人也才上崗。買藥的市
民都覺得新鮮，紛紛圍觀，不少人主
動和「小喬」聊天。職員介紹，藥師
機械人具有執業藥師的知識水平，分
擔了店裡不少工作，他們在查詢藥品
時也常常會「詢問」這個藥師機械
人。
■騰訊網

■ 涂小英照顧丈夫哥
哥的事跡在錢溪村傳
為佳話。
為佳話
。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