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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青
年報》報道，在一架由瑞士日
內瓦飛往中國北京的航班上，
一名外籍男子因飲酒過量發起
酒癲，長時間無端辱罵騷擾同
機旅客，且不聽機組人員勸
阻。飛機落地首都機場後，旅
客向機場警方求助。最後，該
名男子因尋釁滋事已被機場警
方行政拘留。
近日，在一架由日內瓦飛往
北京的飛機上，一名外籍男子
大量飲酒耍起酒瘋。有機上旅
客拍下視頻顯示，男子面色通
紅，口吐髒話，見有人拍攝就
動手打落手機；甚至亂扔東
西，砸及其他乘客。
飛機落地首都機場後，旅客
向機場警方求助。民警立刻疏

散旅客下機，並將醉酒的外籍
男子帶離。但該名男子拒絕配
合警方工作，經過一個多小時
的勸解，民警才將其帶回所
內。到派出所後，該名男子仍
處於醉酒狀態，警方採取約束
保護措施。約8小時後，男子
酒醒，但稱對自己的行為無記
憶。針對外籍男子的醉酒滋事
行為，警方依法對其實施行政
拘留。
據了解，航班上並未規定禁
止飲酒，但是乘客如果毫無節
制飲酒，空乘人員會先進行口
頭提醒；若乘客處於醉酒狀
態，且影響到其他旅客，機長
則會令其在下一個中轉地下
機，嚴重者或會受到相應法律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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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客頤和園「飛簷碎瓦」
園方斥：無視勸阻爬古建 缺乏社會公德心

該段視頻時長半分鐘左右，畫面中顯示有3名
外國遊客在頤和園景區內遊覽，其中兩名

遊客翻上了一處景點的圍牆，下方的同伴正在給
他們拍照。翻上圍牆的兩個遊客顯得很興奮，他
們坐在圍牆上，悠閒地晃着雙腿。其間，一塊瓦
片被從牆頭踢了下來。其他遊人見狀紛紛駐足，
一位中國遊客上前試圖制止，但是沒有起到任何
作用。

損壞瓦當已修復
頤和園官方發佈了題為「爬牆頭拍照？遊客朋
友，您做出格了！」的回應，並表示，近期題為
「外國人頤和園內不聽勸阻猛翻古牆 瓦片碎落
一地」的視頻引發社會關注與熱議。據悉，事情
發生在3周前，視頻中的地點為頤和園雲會寺景
區，園方非緊急救助服務站接到遊客舉報後，立
即指派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發現攀爬現場的瓦面
缺失一片勾頭（亦稱「瓦當」），隨後，工作人
員按照修復要求進行選件與備料，目前已完成修
復。
頤和園官方續指，園方已就該事件報公安部
門，並將在今後的工作中進一步完善巡查與預
警機制，一旦發現不文明行為立即制止，也希
望廣大遊客積極發揮社會監督作用，如若發現
不文明行為或不當舉止，請向園方舉報。

一直以來，中國遊客在海
外的「不文明」行為常常見
諸報端成為熱議，不僅被海

外網友詬病也不為中國網友所容，然而，「到此
一遊」並非中國遊客專利，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莫
過於NBA球員布朗在長城刻字。其實不雅行為
從無國籍之分，只要做了不文明行為，不論是哪
國人，都一樣會受到人們的鄙視。

美國客毀雕像 英國客偷「企鵝」
隨着數十年持續不斷擴大開放，中國這個神秘

而古老的國度也成為了世界旅遊熱門目的地。然
而越來越多外國遊客的到來，也暴露出其素質良
莠不齊的問題。比如某些外國遊客在禁止露營的
長城上無視警示牌搭起帳篷、丟棄生活垃圾、甚
至隨地小便，又比如胡亂攀爬古建築物或者雕像
上拍照，如同此次熱議的「頤和園古牆踢落磚

瓦」一樣，給文物、自身以及他人，都帶來了不
可預估的傷害。

其實，這些外國遊客的不文明行為發生地並不
僅限於中國。曾經，意大利博物館600年歷史的
某雕像的手指被一位美國遊客掰斷，僅僅是為了
炫耀雕像手指與自己手指的區別；澳大利亞某主
題公園裡，2名英國遊客不僅將滅火器扔進鯊魚
池中，還偷走了公園裡的「明星企鵝」。此類事
件可謂是不勝枚舉，而中國遊客因為龐大的體
量，做出不文明舉動的可能性也隨之升高，加上
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集聚了幾乎全世界的目光，
常被曝出「醜聞」也就不難理解了。

雖然快速經濟增長帶來的所謂「土豪」弊端及
行為確實存在，但終究不能一葉而障目、以管窺
豹，遵守社會公德、奉公守法抑或是道德敗壞行
為失當者處處可見，非以「國」為界，而以
「群」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一段題為「外國遊客頤和園不聽勸

阻翻古牆」的視頻近期在網上熱傳，根

據畫面顯示，翻牆的兩位外國遊客興奮

晃動雙腿並將一塊瓦片踢落，有遊人上

前勸阻無效。對此，北京頤和園官方19

日通報表示，頤和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至今已20年

整，上述兩位遊客無視文物保護規定，

不聽勸阻，執意攀爬古建築的行為，是

一種缺乏社會公德的惡劣行為，園方對

此表示強烈憤慨與譴責，今後園方將進

一步完善巡查和預警機制。

不雅行為以「群」分 並非以「國」為界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飛簷碎瓦飛簷碎瓦」」示意圖示意圖
外國客遊華不文明行為一覽（部分）

2018年9月 三名外國遊客站在北京頤

和園假山上，其後兩人更爬上圍牆拍照時
踩碎了瓦片。園方指事發地點為雲會寺景
區，已完成修復工程，並報警處理。

2017年8月 一組名為「八達嶺長城遭

刻字，有大量英文」的照片在微博上流傳，
並引發網友熱議。

2017年4月 有網友發佈了一張四五名外

國人在上海地鐵11號線車廂內擺起桌子大肆
吃喝的圖片引起廣泛關注，地鐵方面亦證實
了此事。

2016年10月 傳媒在江蘇省南京市東郊
明孝陵神道石像路發現，一名外國婦人漠
視「禁止攀爬」告示牌，把兩名孩子抱上
逾六百年一座石獸，讓二人假裝騎石獸拍
照。

2016年10月 NBA火箭隊球員波比·布
朗（Bobby Brown）來北京參加NBA中國
賽後，隨隊到慕田峪長城遊覽時在長城磚
上刻下名字和自己的球衣號碼，並拍下照
片發到個人微博。此舉引來網友一片譴
責，布朗隨後在微博上公開道歉，並刪除
之前發佈的照片和微博。

台鐵宜蘭翻車 18死187傷
事發前有多次異常急煞 8節車廂全部出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鐵普悠瑪列車21日下午發生出

軌翻覆事故，截至22日上午，已知造成18人死亡，187人受傷。傷患

名單中，包括1名大陸游客重傷，1名大陸游客輕傷。另有一名美籍旅

客輕傷。

據了解，21日下午4時50分，由新北樹
林開往台東的6432次普悠瑪列車在宜

蘭新馬車站附近的東正線發生出軌事故，列
車8節車廂全部出軌，其中3節車廂翻覆最
嚴重，分別為5、7、8節車廂。而整列車的
車廂因受到嚴重擠壓，呈現W形，畫面觸目
驚心。

車窗玻璃碎裂 車內物品東倒西歪
多名網友上傳現場視頻到網絡，視頻
中，車廂如「之」字形橫躺，且脫離軌道
超過30米，有車廂甚至呈現90度翻覆。多
名旅客一臉驚恐提着行李站在車廂外，也
有民眾自發組成救傷團背着傷者離開。目
擊民眾表示，事發時「砰」的一聲，車子
就翻了。車廂內部畫面也被曝光，內部物
品東倒西歪，車窗玻璃碎裂，車廂內的座
椅也翻倒在地，顯見當時衝擊力道巨大。
台鐵於下午5時成立一級緊急應變小組，
宜蘭縣消防局也派遣大量救護車和救援人
員趕往現場搶救。宜蘭區、花蓮區同時成
立緊急應變中心，晚上6時成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鐵路管理局將漏夜搶修台
鐵，羅東至東澳站將以公路車輛辦理旅客
接駁，至通車為止。
台鐵指出，此次列車旅客共366人。事
故共造成18人死亡，187人受傷，傷患分
送羅東聖母醫院37人（2人死亡）、羅東
鎮博愛醫院64人（1人死亡）、蘇澳鎮榮

民醫院47人、宜蘭市陽明大學附設醫院5
人、宜蘭市仁愛醫院1人、花蓮慈濟醫院
20人、花蓮門諾醫院3人、花蓮鳳林榮民
醫院1人、花蓮玉里榮民醫院4人、衛福
部花蓮醫院1人、國軍花蓮總醫院1人、
台東馬偕醫院2人、關山慈濟醫院2人、
板橋亞東醫院1人、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1人、台北市忠孝醫院2人、台北榮總
醫院1人。所有大體均在蘇澳鎮榮民醫
院。

乘客多在睡覺 來不及作出反應
目擊現場的旅客表示，列車在還未到宜
蘭前，就曾有多次緊急煞車情況，未料後
來發生出軌翻覆事故。有順利逃出車廂的
旅客表示，稍早有聽到廣播說車輛有異
常，但又行駛一段時間。另一名女乘客則
驚魂未定地表示，當時她在睡覺，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只記得其母在幫她蓋被毯
時，突然有東西掉下來。
坐在沒翻覆車廂的旅客說，列車在還未
到宜蘭前，就有多次緊急煞車情況。當時
看到熒幕顯示稍微異常，也聽到奇怪的聲
音，但過了羅東仍繼續行駛。
順利逃出車廂的邱姓男子則說，當時聽
到「碰」一聲，後方傳來巨響，以為撞到
東西，結果車廂就翻過來了。也有人說，
當時列車正準備加速，但沒多久就翻覆，
許多人都在睡覺，根本來不及反應。

■■救援人員正運送死者遺救援人員正運送死者遺
體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鐵近年重大事故一覽台鐵近年重大事故一覽
1981年3月8日

北上1002次EMU100自強號於新竹－竹北間頭前溪橋南
撞上闖越平交道的熒琦貨運公司砂石車，事故造成砂石
車司機死亡，列車乘客30死130傷。

1991年11月15日

南下1次莒光號於134號誌站（舊山線）正轉轍軌道進入
副線當中交會列車，因系統故障導致自強號列車撞上了
莒光號，事故導致乘客30死112傷。

2006年3月17日

台東往高雄的96次莒光號列車行經內獅車站與枋山車站
間，因鐵路遭破壞致列車出軌，事故造成乘客1死2傷。

2012年1月17日

太魯閣列車於桃園縣埔心站南方幸福水泥廠平交道撞上
闖越平交道的砂石車，事故造成1名台鐵人員殉職，22
名乘客受傷。

2013年8月31日

南迴線302次列車於屏東枋山一號隧道東口外遭受土石
流衝擊，事故造成21名乘客受傷。

2016年7月7日

一列EMU500型列車進入松山車站月台前發生爆炸，事
故造成25名乘客受傷。

資料來源：台灣《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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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台鐵64326432次普悠瑪列車次普悠瑪列車2121日下午發生日下午發生
出軌事故出軌事故。。圖為事故現場圖為事故現場。。 中央社中央社

台鐵普悠瑪列車
21 日下午發生出軌
翻覆事故。在火車

上的卑南「國中」楊姓女學生第一時
間救人，並隨手撿起手機報案。

楊姓女學生表示，她和校長游數
珠、3名老師、19名學生及交流團導遊
到韓國進行交流後，搭上此班列車返
回台東的。據她憶述：「很恐怖，我
真的不知道怎麼火車就倒了，怎麼發
生的都不知道。車廂內座椅壞了，行
李散落車廂。」

楊姓女學生說，回過神後立即跑出
車廂，大喊救人，然後再奔回車廂救
人。她在車廂內隨手撿起別人掉落的
手機撥打緊急電話報案，請求救援。
她當時不知道手機是導遊的，因為現
場看不到導遊，「可能被壓住了」。
後來手機陸續有人撥打電話進來，她
才知道是導遊的電話，「現在還不知
道他在哪裡」。目前校長仍尚未取得
聯絡。

她表示，一年級的學生坐在第一節
車廂，包括她在內有4人受傷，一人骨
折比較嚴重，她則背部疼痛，臉部擦
傷。坐在其他車廂的3年級學長都平

安。目前楊姓女學生及其他受傷同學
已被送往蘇澳榮民醫院進行治療。

北上喝喜酒 返程遇「死亡列車」
在蘇澳榮民醫院，一名女士憶述事

故：「車速非常快！之前已因故障停了
兩次。」該女士及其母親從台北乘車去
台東，不料遇上此次事故，她母親傷得
很嚴重，已轉去博愛醫院治療。

另外一位顏姓婦人則坐在醫院急診
室椅子上，看了消防車送病患進來，
每來一車就問一次「有沒有看到我孫
子？」讓人心疼不已。

顏姓婦人說，她一家人一起到新北
喝喜酒。丈夫本來不想出門，但丈夫
的妹妹一直鼓吹他一起北上，回程好
作伴。回來時他們乘坐這班列車，列
車上跑馬燈曾出現列車故障，但列車
還是繼續前行，沒想到在新馬站翻
車。發生意外時，她丈夫和孫子都被
撞倒在地。孫子被救出時還有呼吸心
跳，但丈夫不幸去世。她難過地說，
沒想到開開心心出來喝喜酒，竟遇上
「死亡列車」。經查證，她的孫子仍
在博愛醫院搶救中。

■中央社/《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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