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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清萊府被困溶洞的“野豬”少年足球隊
成員和教練 10 日全數獲救，今次拯救行動順利完
成，除有賴當局決策果斷及指揮有條不紊，外國
救援隊義不容辭參與亦是主要原因。泰國前政府
部長那利尼 10 日在 facebook 貼文，形容今次行動
充分體現人道和團結一面，反映當不同國家人士
為共同目標奮鬥時，可創造偉大成就。
全球關注被困洞穴少年的情況，中國、緬
甸、澳洲和英國均派出潛水專家參與救援，在行
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最後的潛水救援任務中，
13 名外國潛水專家和 5 名泰國軍方海豹部隊成員
進入洞內，3 日內將被困人士全部救出，充分顯
示各國的合作精神。

召開記者會講述最新進展，做法備受各方稱讚。

居民義務洗衣煮飯
在救援行動成功背後，少不了一批無名英雄
的無私奉獻。當地不少居民放下工作，到洞穴向
救援團隊提供食物、清洗衣服、清理垃

圾和廁所，讓救援團隊無後顧之憂參與行動。更
令人感動的是，當局從洞穴抽出大量積水，淹沒
附近部分農田，但農民並沒抱怨投訴，反而以大
局為重，指少年的性命才是最重要。此外，不少
居民發起籌款行動，資助外國專家前往當地的機
票。泰國國際航空亦響應，免費接載英國救援隊
成員到清萊。

重現泰鄉村精神

總指揮願聽專家意見
負責指揮救援行動的清萊府前府尹納隆薩功
不可沒，他指揮救援工作井井有條，願意聽取專 ■在泰少足入住的醫院門前，
前，有大批學生慶祝。
祝。
家意見，採取最適當的救援時機及程序，更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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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評論員告瑪叻直言，居民無私的付出令
人動容，讚揚他們慷慨和樂於助人。她表示，自
己童年時在村莊生活，常見到居民彼此分享食
物，表達關心，雖然這種互助精神現時在大部分
地方已不復見，但仍留在不少人心中。居於泰國
的英國網誌作家巴羅稱讚被困少年的父母，指他
們不但未有怪責教練埃甲博，更感謝對方在洞穴
內照顧被困孩子。
■新加坡《海峽時報》/《衛報》

跨越政爭 軍政府上台後罕見

拯救“野豬”展互助 各方齊獲美譽

泰國自 2014 年軍方發動政變上台
以來，政治上愈趨分化，清萊府被困
少足成員和教練順利獲救事件，令國
民拋開政治紛爭，向世界展現團結。
今次救援行動艱巨，除了泰國軍
方及外國救援人員外，更有多達約 1
萬名居民自發參與，農民和義工到場
向救援成員送上食物，讓他們補充體
力；數百名學生 11 日前往醫院，為留
醫的少年打氣及獻上祝福，並向所有
協助救援人士致謝。曼谷朱拉隆功大
學政治系副教授提蒂南表示，泰國在
過去 10 年來一直無法團結，今次事件
讓國民放下彼此分歧，上下一心支持
被困少年。
泰國政府處理得宜，得以化解這
場危機，總理巴育親身到洞穴視察情
況，並到醫院探望獲救少年，有望紓
緩國民對軍政府不滿。連日來指揮救
援的清萊府前府尹納隆薩表現更受國
民表揚，成為政壇新星。 ■法新社/
英國《金融時報》/美聯社

潛水員爆少年
“睡着”
被捆擔架 150 人接力運送

泰少足重度麻醉抬出洞
泰國少年足球隊成員 10 日

■泰國政府發放片段
泰國政府發放片段，
，顯
示少年留院情況。
示少年留院情況
。 法新社

全部獲救出洞穴，參與救援的潛
水員陸續披露更多細節。泰國前
海豹突擊隊員猜揚南達透露，部分
少年被帶出洞穴期間“睡着了”，
英國廣播公司(BBC)更引述消息指，
少年曾接受重度麻醉，獲救期間只有
局部知覺，與總理巴育此前聲稱少年只
曾接受輕度抗焦慮藥的說法有別。泰國
海豹突擊隊 11 日公開的片段亦顯示，
少年獲救時顯然都被完全麻醉了。

早前營救行動期間，外界已有傳言指少年曾
被麻醉，以便救援人員帶出洞穴，但巴育
當時嚴辭否認。猜揚南達 11 日透露，少年獲救
期間是被捆於擔架上，“他們有些人睡着了，
就像飲醉酒一樣，但還有呼吸，我的責任是帶
他們接受轉移”。救援行動指揮官納隆薩亦承
認，進入洞穴的澳洲麻醉科醫生哈里斯角色非
常關鍵，“假如沒有他的‘獨特才能’，整場
行動不可能成功”。
泰國海豹突擊隊 11 日晚發放營救少年的片
段，顯示少年被綁在墨綠色的擔架上，看來完
全沒有知覺，他們本身也沒任何動作，而是由
救援人員直接帶走擔架。在洞內部分路段，亦
可見救援隊伍以接力方式運走少年。

疑 被 麻 醉

美專家：部分路段一帶一
另外，澳洲潛水員亦透露，潛水員帶少年
抵達距離洞穴入口約 1.5 公里、位置較寬闊的
“3 號室”後，其他救援人員便以“一個接一
個”的方式，親手運送擔架上的少年離開洞
穴，估計約有 150 人經手。參與營救的美軍專
家安德森則說，少年在部分潛水路段會由兩名
潛水員帶領，但較窄的路段只有一名潛水員，
在空間較大的洞室，少年則會用“漂浮”方式
由4名救援人員護送。
安德森又透露，救援人員在沿途佈置大量
氧氣樽，隨時為少年補充氧氣。這些氧氣樽內
的並非普通空氣，而是濃度高達 80%的純氧，
目的是提高少年體內氧氣飽和度，對他們的身
心都有益。
按照救援人員的說法，少年有可能是在被
困地點先接受麻醉，由兩名潛水員合力運到“3
號室”後，再由全體救援人員以接力方式傳出
洞穴外。

抽水理想 路程大幅縮短
潛水員透露，雖然洞穴深處的積水難以處
理，但救援人員在進入洞穴後第一周，積極向
“3 號室”至洞口的區域抽水，並用鏟清理泥
濘，結果效果相當理想，令原本需要先後 3 次
潛水、前後需花 4至5小時的路程，最終大幅縮
減至約 40 分鐘。若加上救援人員“接力”運走
少年的因素，相信最後一段路的實際需時可能
更短。

善後人員遭遇水泵失靈
救援工作完成後亦出現驚險一幕，10 日最
後一名少年脫險後，約 100 名救援人員開始善
後，收拾救援裝備，然而兩個多小時後，此前
一直抽走積水的水泵卻突然失靈。救援人員發
現水位上升，都頂着頭燈高聲呼叫，並馬上沿
路離開，眾人花了接近一小時，終於全部逃離
洞穴。
■《衛報》/《悉尼先驅晨報》/
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

接 力 抬 出

被 捆 擔 架

留守打氣至最後
父親望抱兒子
泰國少年足球隊成員獲救後，在
醫院接受治療，全部人情況良好，其
中一名14歲少年阿卡拉的父親阿迪沙
表示自己很高興，想馬上擁抱兒子，
又感謝國際救援團隊的幫助。
阿迪沙過去 3 周一直在洞穴外等
候消息，並盡力支援救援隊伍，雖然
兒子周一已獲救，但阿迪沙仍留守洞
外，為尚未獲救少年的家屬打氣，
“我向其他少年的家長承諾，會與他
們一起等待所有人離開洞穴”。在全
部人得救後，阿迪沙逐一感謝洞穴外
的救援人員。

批獲救成員中，一人有輕微肺炎。
主診醫生認為少年的心理狀況健
康，不再感受到壓力，但仍會對他們
進行 6 個月心理評估。牛津大學焦慮
症及精神創傷中心臨床心理學家懷爾
德表示，如果少年日後身處黑暗環境
或密室，又或游水時，可能再次勾起
洞穴內的不快回憶，雖然這些症狀通
常在一個月後消失，倘若持續，便可
能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曼谷郵報》/美聯社

教練少年體重平均跌兩公斤
泰國公共衛生部官員 11 日在記
者會上表示，少年喝着溶洞內的滴
水，加上成員發揮團隊精神及教練對
他們照顧有加，一眾人得以倖存且狀
況良好，體重平均下跌兩公斤。首批
被救少年的年齡介乎 14 至 16 歲，其
中兩人出現肺炎，但康復進度良好，
現時可進食正常食物。第 2 批獲救少
年11日早仍需吃流質食物，下午恢復
正常飲食。連同 25 歲教練在內的第 3

幕後功臣澳醫生 出洞方悉父離世
泰國 12 名少年足球隊隊員及一名教練順利
獲救，來自澳洲的麻醉科醫生哈里斯是救援行動
幕後功臣之一，被媒體稱為英雄。他放棄休假，
自願進入洞穴照顧受困少年的健康，並於前晚待
所有少年和教練成功獲救後，才隨其他海豹突擊
隊隊員走出洞穴，但也是到了這一刻，哈里斯才
得知父親逝世的噩耗，未能趕及見至親最後一
面。
哈里斯的同事皮爾斯表示，哈里斯的父親於
11日早上在澳洲不幸離世，距離救援行動結束還
不到數小時。他表示哈里斯一直把救援工作放在
首位，如今突聞噩耗，需要點時間處理。澳洲總
理特恩布爾則透過視像通話聯絡哈里斯，恭賀對
方完成任務並為其父的死訊致哀，哈里斯回答稱
“不用擔心”，又指真正一眾堅強的少年和海豹
突擊隊員才是真英雄。身在清萊的澳洲記者 11
日嘗試採訪哈里斯，但他拒絕回應。
53 歲的哈里斯來自澳洲阿德萊德，擁有 30
年潛水經驗，並曾參與潛水救援任務。澳洲廣播

公司報道，泰國少年足球隊受困後，英國潛水專
家特別點名哈里斯協助救援，他因此冒着生命危
險加入國際救援隊。泰國當局原先打算待雨季過
後再進行救援，也計劃先救出最強壯的男孩，讓
其他人在洞內養好體力。不過哈里斯進入洞穴評
估受困者的健康狀況後，說服了泰國醫療團隊，
讓最虛弱的少年首先離開。
■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路透社

■哈里斯擁有 30 年潛水經驗，曾參與潛水救援
任務。
網上圖片

官方續倡發展“睡美人洞”展示救人過程
■阿迪沙離場時向救援人員道謝
阿迪沙離場時向救援人員道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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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官方早前表示有意發展少年受困的“睡
美人洞”成旅遊景點，惹起不少反對聲音，包括
擔心再有人因探穴被困。
然而，指揮救援行動的納隆薩 11 日表示，

政府將發展“睡美人洞”成為博物館，展示救援
人員的拯救過程。
泰國總理巴育則表示，洞穴內外需加設安全
設施，保障遊客安全。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