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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鐵上海工程局集團的工作人員在轉
體施工現場測量轉體角度。 新華社

在安徽省立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曹靜

表明來意後，患者妻子的情緒一下子激

動起來：「不，我不想捐，我們一起生

活了20多年，現在他要走了，最後我

連他的身體都保護不了，我還有什麼

用？」 ■新華社

器官捐獻協調員：

生與死的生與死的擺擺
患患者的弟弟也表示者的弟弟也表示，，他與家裡他與家裡

的老人進行了溝通的老人進行了溝通，，他們一他們一
致反對捐獻器官致反對捐獻器官。「。「身體髮膚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敢毀傷，，孝之始孝之始

也也。」。」器官捐獻協調員曹靜輕輕離開了家屬溝器官捐獻協調員曹靜輕輕離開了家屬溝
通室通室。。
據主治醫生陶小根介紹據主治醫生陶小根介紹，，該患者的腦損傷已該患者的腦損傷已
達到不可逆狀態達到不可逆狀態，，屬屬「「腦死亡腦死亡」，」，完全靠呼吸完全靠呼吸
機和藥物維持心跳機和藥物維持心跳。。
曹靜又一次詳細查看患者的各項身體指標曹靜又一次詳細查看患者的各項身體指標，，

「「4646歲歲，，無既往病史無既往病史，，OO型血型血，，器官功能也比較器官功能也比較
穩定穩定。。像這樣的供體像這樣的供體，，至少可以救至少可以救55個人個人，，兩個腎兩個腎

臟臟，，一個肝臟一個肝臟，，兩個眼角膜兩個眼角膜。」。」

全日全日On CallOn Call 與時間賽跑與時間賽跑
20172017年年33月月，，安徽省立醫院組織成立人體器安徽省立醫院組織成立人體器
官捐獻管理辦公室官捐獻管理辦公室（（OPOOPO），），曹靜覺得該項工曹靜覺得該項工
作意義重大作意義重大，，於是辭去了幹了於是辭去了幹了77年的護士工年的護士工
作作，，加入到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團隊加入到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團隊。。
據悉據悉，，安徽省立醫院安徽省立醫院OPOOPO現有現有66位全職協調位全職協調

員員，，除了負責該院的器官捐獻協調除了負責該院的器官捐獻協調，，團隊還需團隊還需
負責阜陽負責阜陽、、蚌埠蚌埠、、安慶安慶、、宣城宣城44市各大醫院的市各大醫院的
器官捐獻協調工作器官捐獻協調工作。。成立以來成立以來，，他們已成功協他們已成功協
調了調了4444宗器官捐獻宗器官捐獻。。

「「我們的手機必須保持我們的手機必須保持2424小時開機小時開機，，每一次每一次
器官捐獻都是在與時間賽跑器官捐獻都是在與時間賽跑。。器官的捐獻最好器官的捐獻最好
在半小時內摘取在半小時內摘取，，不然會影響器官的功能不然會影響器官的功能。。我我
們每人都備有一套洗漱包們每人都備有一套洗漱包，，一旦接到電話一旦接到電話，，隨隨
時出發時出發。」。」協調員劉喆說協調員劉喆說。。

新興職業新興職業 尚難獲理解尚難獲理解
「「從發現潛在捐獻者到完成器官的移植從發現潛在捐獻者到完成器官的移植，，過過

程中有程中有200200多個節點多個節點，，每一項都需要我們協調每一項都需要我們協調
員的參與員的參與，，包括發現潛在捐獻者包括發現潛在捐獻者，，腦死亡判腦死亡判
定定，，與家屬溝通協調等與家屬溝通協調等。」。」安徽省立醫院安徽省立醫院OPOOPO
主任姚自勤介紹主任姚自勤介紹。。

這是一個新興的職業這是一個新興的職業，，也是一個孤獨的職也是一個孤獨的職
業業，，很多時候很多時候，，協調員的工作並不被人理解協調員的工作並不被人理解，，
他們面對着來自患者家屬和自己內心的壓力他們面對着來自患者家屬和自己內心的壓力。。
面對這樣一種面對這樣一種「「向死而生向死而生」」的職業的職業，，曹靜有時曹靜有時
也很矛盾也很矛盾。。在得知患者腦死亡後在得知患者腦死亡後，，她一方面希她一方面希
望患者能康復望患者能康復，，另一方面又希望患者的器官能另一方面又希望患者的器官能
幫助更多人獲得新生幫助更多人獲得新生。。
安徽省紅十字會捐獻辦副主任王劍鋒說安徽省紅十字會捐獻辦副主任王劍鋒說：：
「「我國自我國自20102010年年33月啟動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月啟動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
試點工作以來試點工作以來，，已累計挽救了已累計挽救了55萬餘人生命萬餘人生命，，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我國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我國22,,200200多名器官捐獻協調多名器官捐獻協調
員的默默奉獻員的默默奉獻。」。」

位於「北國春城」吉林長春的偽滿皇宮博物院將於
2022年完成遺址全面復原。記者近日從偽滿皇宮博物
院獲悉，這處中國現存的重要宮廷遺址已完成內廷建
築復原，下一步將逐步進行外廷建築復原，力爭最大
程度地還原「末代皇帝」溥儀生前在此「奢華但不自
由」的生活面貌。

數十建築風格中西兼有
偽滿皇宮是愛新覺羅·溥儀充當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時
的宮廷遺址，是中國現存的三大宮廷遺址之一。宮廷
建築大小數十座，建築風格中西兼有、中日雜陳，具
有典型的殖民特色，是日本軍國主義武力侵佔中國東
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歷史見證。

再現溥儀起居工作舊景
始建於1962年的偽滿皇宮博物院，佔地25.05萬平方

米，館藏文物近7萬件套。偽滿皇宮博物院副院長趙繼
敏介紹稱，過去6年，偽滿皇宮博物院耗資2.4億元人民
幣分四期修復皇宮核心區域，包括溥儀的住所緝熙樓、
辦公場所同德殿，以及遊玩區域御花園等。
在保護修繕過程中，博物院查找了《滿洲建築雜
誌》、《盛京時報》等中日文資料2,000多萬字、照片

100多幅，走訪歷史見證人10餘位。
復原之後，溥儀的辦公室和會客廳中，佈置着當時

流行的沙發、落地窗簾、各類茶具。金碧輝煌的西餐
廳中，美食美酒與交響樂相輝映……
偽滿皇宮博物院工程項目部主任周波說，下一步，
皇宮還將進行外廷區的復原，再現溥儀的政務活動區
域。全面修復工作資金來源主要為政府撥款及門票收
入。 ■新華社

貴州奇人唐飛虎，12日在貴州省貴陽市
開陽縣南江大峽谷挑戰世界紀錄，用一個
鼻孔在兩分半鐘同時吹脹12個汽車輪胎取
得成功。英國世界紀錄認證公司的認證
官，現場向唐飛虎頒發了「單鼻孔同時吹
最多汽車內胎」的世界紀錄認證書。
當天，在開陽縣南江大峽谷景區入口
區，上百觀眾一同見證唐飛虎創下的奇
跡。現場，唐飛虎進行了兩輪挑戰，第一
輪同時吹脹10個輪胎，唐飛虎用了2分29

秒挑戰成功。
相隔5分鐘後，唐飛虎繼續進行難度更大
的第二輪挑戰，這一輪挑戰，同樣使用單
鼻孔同時吹脹汽車輪胎，不同的是，需要
同時吹脹的汽車輪胎變成12個。隨着連接
輪胎的氣球被吹爆，世界紀錄認證官潘淑
娜宣佈：「耗時2分30秒，新的世界紀
錄。」
據了解，此前保持的世界紀錄是用鼻孔同
時吹脹6個汽車輪胎。 ■《貴州都市報》

14日8時38分，世界上一次性建成最
長、全國在建最長的重載鐵路——蒙華
鐵路峽河特大橋38.9米高的轉體結構，
經過98分鐘的順時針38度轉動，跨越寧
西鐵路上行線，完成了空中曲線樑轉
體。轉體實現了精準對接，誤差僅為5毫
米。據悉，此次轉體施工刷新了中國重
載鐵路橋樑轉體的施工高度。
蒙華鐵路峽河特大橋位於河南省南陽

市境內，全長879米，設計採用2×48米
單T構，上跨寧西鐵路峽河特大橋、
G312國道、三淅高速和峽河。
據中鐵上海工程局集團蒙華鐵路峽河

特大橋轉體項目副總指揮、三分部項目
經理曹利輝介紹，因曲線樑偏載問題容
易產生額外就位誤差，轉體精度控制
難。施工又臨近既有線、高速公路和河
道，施工場地十分受限。在這種條件
下，要想讓相當於3節多高鐵車廂長、
1,200餘頭成年大象重的曲線樑在空中
「聽從指揮」，完成毫米級操作，必須
做到承台底盤穩定、球鉸安裝高精度和
牽引過程零失誤。
為減少轉體施工對既有鐵路及高速公
路的干擾，項目部深入研究施工方案，
通過與業主、設計單位積極溝通，在多

輪專家評審的基礎上，通過優化設計方
案，使原有的4次轉體改為現在的2次，
有效降低了對既有交通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長春偽滿皇宮博院
2022年將全面復原

貴州奇人鼻孔吹車胎 150秒12個創世界紀錄

蒙華鐵路橋高空「轉身」38.9米創全國新高度

■ 溥儀的辦公室和會客廳中，佈置着當時流行的沙
發、落地窗簾等。 網上圖片

■■唐飛虎用鼻孔吹汽唐飛虎用鼻孔吹汽
車輪胎車輪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渡渡人人
■■器官捐獻協調器官捐獻協調
員在安慰患者家員在安慰患者家
屬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實施器官捐贈至今實施器官捐贈至今，，中國已挽救中國已挽救55萬多人生命萬多人生命。。圖圖
為早前醫務人員向器官捐獻人默哀致敬為早前醫務人員向器官捐獻人默哀致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貴州行證騰飛 台青：想當「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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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大
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說，蔡英文希望通
過這次「過境」取得所謂「突破」，包
括這次「過境」洛杉磯時首訪台駐美機
構，「過境」期間允許新聞採訪，而過
去都是「過境」結束後才發佈新聞內
容。但這些種種行徑，其實都是在當美
國的「籌碼」和「棋子」，蔡英文也只
能任由美國指揮，美國要蔡英文做「卒
子」就只能做「卒子」，要她往東走就
不能往西走。
張亞中指出，美國為遏制大陸崛起，
除了在經貿層面發動中美貿易戰，也希
望透過政治手段打壓中國，包括之前通
過的「台灣旅行法」和最近的「國防授
權法」，都是企圖透過打「台灣牌」，
刺激中國大陸。而陳菊這次以台灣地區
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秘書長身份留在美
國多天，若期間和官方機構正式接觸，
勢必引起大陸反彈。
台灣中華統一促進黨主席張馥堂則表
示，特朗普是生意人，蔡英文雖是政治人
物，卻不失貪婪本性，雙方都是以利益為
出發點。特朗普尚優先美國利益，但蔡英
文卻以犧牲台灣換取其利益。張馥堂認
為，蔡英文出訪不是重點，更應該小心注
意的是陳菊以台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秘書
長身份停留美國，到底會見到什麼人，私
下簽訂什麼「出賣台灣」相關協議，或是
採購什麼武器。別像韓國被美國部署薩
德，引發兩岸軍事衝突，這才是最令人擔
憂的事情。

中方促美不得實施涉台消極條款
外交部就美國防授權法表強烈不滿 專家：美向台灣釋放錯誤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特朗普日前簽署

「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包含要求制定「全政府對

華戰略」、就加強台軍戰備提

交評估和計劃等涉華消極條

款。對此，中國三部門14日接

連發聲，對美國冷戰思維以及

破壞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的舉動，表示強烈不滿。專家

指出，美利用蔡英文「過

境」，釋出消極條款，是向台

灣當局釋放錯誤信號，引導台

灣當局在分離主義道路上越走

越遠。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稱，中方敦促美方摒
棄冷戰思維與零和博弈理念，正確客觀看

待中國和中美關係，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不得實施有關涉華消極條
款，以免給中美關係和兩國重要領域合作造成
損害。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亦指責稱，該法案破

壞中美兩國兩軍關係發展氛圍，損害中美互信
與合作，中國軍隊對此堅決反對，並已向美方
提出嚴正交涉。他更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
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問題，「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與台
灣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這一
立場堅定明確，絕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時
候、以任何形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台灣問題事關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敦促美方不得實施
上述法案涉台消極條款，避免對中美關係大局
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損害，也正告民進黨當
局，挾洋自重必將損害台灣民眾的利益。」

蔡損兩岸穩定換個人風光
蔡英文此次「過境」美國可謂是「春風得

意」，不僅發表公開談話、鼓勵所謂「台裔美
人」回台發展、更會見美國政要、在柏林牆遺
蹟談「自由」，台媒報道稱多項「突破」讓整
個行程「圓滿風光」。
知名涉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松嶺表示，蔡英文當局以消費兩岸穩定為
代價，換取一黨一己過境美國的短暫風光，換
取民進黨年底選舉的選票利益，而此圖謀也未
必得逞。他強調，蔡英文當局不過是美國推進
亞太戰略的提線木偶，卻誤以為自己真的是亞
太大國博弈的棋手，這種戰略誤判最終會讓兩
岸關係進入更動盪不安的狀況，對台當局和島
內民眾都是危險信號。
他指出，美國政府，特別是美國國會中的台

灣連線議員，積極炮製損害兩岸關係的法案，
明裡暗裡給台灣當局和島內「台獨」分子撐腰
打氣，藉以挑撥兩岸關係，把台灣當局當做自
己手中的牌和牽線木偶，試圖用台灣牽制中國
崛起。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全方位打壓中
國、全方位圍堵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對
美國的戰略和策略，中國洞若觀火。「我們在
這種情況下，更要沉着面對，冷靜應付。不因
美國的挑唆而動怒，不因美國不斷挑動兩岸底
線而改變初衷，積極應對，對美台分而治之，
先打薄弱之敵，挫敗美國的圖謀，打擊台灣當
局的囂張氣焰。」他說。

■知名涉台專家、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松嶺 網上圖片

14日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台灣民間團體「婦女
救援基金會」組織民眾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
所門前舉辦抗議活動，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道歉、
賠償，並對戰爭責任進行反省。 ■圖/文：中新社

「婦援會」促日向「慰安婦」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
道） 20餘名兩岸網絡媒體達人8月8日至
12日前往貴州體驗了一次「感受多彩貴
州，探秘神秘天眼」的旅程，其中有12
人來自台灣，既有深耕傳統媒體的電視記
者，也有在台灣社交平台擁有10餘萬粉
絲的自媒體「網紅」，還有航拍攝影師和
「90後」台生。期間，他們先後參觀了
黃果樹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中國天
眼」（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以及
貴州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等，對貴州的生態
之美和經濟社會發展變化都讚嘆不已。
「說不定以後我也會成為『貴漂』一
族。」目前就讀於清華大學的台灣學生張
雅嵐才來貴州幾天，就學會了「貴漂」一
詞，並用此表達她對貴州的觀感和未來的

擇業意向。
在貴陽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張雅嵐不僅

了解到有一波又一波大陸年輕人來到這裡
創業、就業，也第一次接觸到「貴漂」一
詞。

通過網絡分享大陸變化
與過去年輕人到北京「淘金」被稱

「北漂」相對應，眼下蜂擁而至來到貴
州尋找機會的年輕人，也就自稱或被稱
為「貴漂」。原本就打算研究生畢業後
留在大陸從事文創產品設計的張雅嵐，
也因此動了到貴州發展的念頭。張雅嵐
說，現在她很多台灣的同學和朋友會找
她了解大陸的就業前景。3個月前，張雅
嵐註冊了社交媒體公眾號「灣灣雪梨見

聞陸」，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在
大陸的生活點滴。
張雅嵐的感言並非個案。 台灣東森新

聞雲資深記者曾俊豪這次是第三次來貴州
了。曾俊豪說，自然風光和少數民族文化
是貴州旅遊的亮點和優勢，近年來不斷興
修、通車的高速公路更是給貴州旅遊插上
了騰飛的翅膀。賴雅婷和張順傑也是來自
台灣的自媒體旅遊達人。賴雅婷近年來走
訪了大陸10多個城市，並出了一本講述7
個城市創新玩法的書；而張順傑擁有萬餘
名粉絲，在貴州期間他時常用無人機為他
的粉絲們航拍貴州自然風貌和人文景觀的
視頻，而且他還打算專門製作一集關於貴
州的短片。未來，兩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文
筆和鏡頭繼續記錄大陸的變化。

■■兩岸網絡媒體達人參訪位於貴州平塘的兩岸網絡媒體達人參訪位於貴州平塘的「「中國中國
天眼天眼」。」。 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