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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參選人 爭做兩岸橋樑
常住福建首競逐金門 新勢力不容忽視

除了縣議員第一選區首度有兩位台商候選人，金門
縣長唯一女性參選人汪成華，也強調自己是台商

代表。台媒指出，台商在金門常被視為「幽靈人
口」，此次他們挺身參選，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現象值
得關注。

競選縣議員 盼監督經濟政策
黃啟璋原籍苗栗縣，十多年前為了到廈門經商，戶
籍遷到金門，他在金廈兩地都有很多朋友，目前擔任
廈門市思明區個體私營商會台商分會會長，也是廈門
市涉台法庭台商陪審員。他競選金門縣議員，是希望
能將台商遇到的實際困難反映給縣政府，協助台商維

權。
許志猛則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石材生意版圖遍及大

陸廈門、泉州和漳州。他表示，儘管小三通已開放13年
多，一般小市民沒有發到兩岸財，他希望以民意代表身
份監督當地的兩岸經濟政策。
雖然多數金門人對這兩位政治素人感到陌生，然而也

有部分「經濟選民」願投給具政策遠景的人。兩人都具
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已有不少台商力挺，表示將搭船回
金門投票給他們。
2001年1月1日正式實施「小三通」，因為初期限定

只有在金門、馬祖設籍的民眾才能走「小三通」，不少
台商為了往返兩岸方便，選擇入籍金門，這波新移民估

計有數千人，一直到2008年不再要求設籍之後，台商入
籍的情況才減少。
近年來金門不少政治人物在選舉期間開出促進金廈合

作發展、到福建開設台商服務處等吸引台商的政見，但
特地返回金門投票的台商們最後仍等不到有利於他們的
政見落實，今年部分台商決定自己投入選戰，爭取台商
權益。
有分析指出，在金門政壇上，這群台商參選人還是選

戰新兵，此次群起試水溫，不論當選與否，這股新勢力
都不容忽視。未來金門台商力量若能有效整合，不僅可
能改變金門的政壇生態，對推動金門和大陸的合作發展
會產生何種影響，也值得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九合一」地方選舉造
勢進入白熱化階段，帶動蝴蝶蘭價格創下10年新高，而一
些縣市選前的「表面政績」也拉動砂石價格飆高。食住行
等行業的業者也趁機發了選舉財。
儘管台灣房市低迷，但選舉逼近加上年底消化預算，各
縣市又開始積極鋪柏油路，做「表面政績」，導致砂土短
缺，砂石價格飆漲，從去年底到現在，北中西部砂石漲幅
已逾2成，南部漲幅更達4成。相關行業協會預計，台灣砂
石價格短期內仍無下降空間。
有候選人直言，全台各地馬路鋪了又挖，挖了又鋪，選民

早已見怪不怪，但因為大部分的馬路不平的時間比平坦長，
即使選後又會開挖，只要選前鋪得好，民眾馬上就會有感。

蝴蝶蘭需求旺 花價十年新高
「九合一」選舉帶動蝴蝶蘭需求量遽增，去年每株8朵

至10朵批發價格賣130元至150元（新台幣，下同）(約33
至38港元)，今年漲到180元以上(約45港元)，漲幅達兩
成，零售價格飆到350元(約88港元)以上，創10年最高
價。
一位蝴蝶蘭業者表示，今年10月蝴蝶蘭銷量是去年同期

5倍，現在幾乎要賣到斷貨。選舉期間候選人競選總部總
是擺滿蝴蝶蘭盆栽，代表鴻運當頭、事業搶搶滾，花卉市
場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熱潮，現在選舉改為「九合一」，
若要再有如此的熱烈花市買氣，恐怕要4年後才能再現。

「用耳聽的建築」
台中歌劇院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身嵌58個
「美聲涵洞」，整體無柱、無樑、呈連續立體
曲線結構的台中歌劇院昨日落成啟用，成為台
灣地區又一地標。這座耗時5年完工的建築佔
地5.7萬公頃，共有地下兩層、地上六層，外觀
如同將多個酒瓶鑲入外牆中。
台中歌劇院由日本著名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

他用「耳朵去聽的建築」來形容這座歌劇院。他
說，建築物就像人體，有很多開放的孔洞。這些
「美聲涵洞」配合照明及自然光的變化，會讓穿
梭其中的參觀者有不一樣的視聽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央社報道，嘉義一對葉
姓夫婦昨日帶3名小孩
至縣內海邊戲水，不
料，夫婦為救溺水的兒子
而被暗流捲走，均不幸溺
斃。
嘉義縣消防局指出，葉姓男子昨日和妻子帶着3名
就讀小學的兒子前往布袋鎮好美里海埔新生地戲
水，疑因老二陷入暗流，在附近的老三大喊救命，
葉男與大兒子立即下水搶救，隨後妻子也跟着下水
要救人，不料，4人都出現溺水情況。在附近的釣客
見狀立即協助救人，3名小孩均無大礙，惟葉姓夫婦
2人卻陷入暗流失蹤，及後在外海被發現遺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今年台

灣的「九合一」選舉，金門縣議員第一選

區首度出現台商候選人，分別是常住福建

泉州的許志猛和常住廈門的黃啟璋，兩人

期盼取得民代身份，扮演兩岸溝通橋樑，

也為台商謀福利、爭權益。據悉金門人口

基數少，第一選區縣議員只要1600票就能

當選，在愈來愈多台商設籍金門之後，台

商族群已成為金門政局不容忽視的新勢

力。

臨選鋪馬路「表面政績」拉高砂石價

為救溺水兒 夫妻雙雙溺斃

■黃啟璋（右二）投入選舉後勤走基層，聆聽市民心聲。
網上圖片

■許志猛（右二）希望從政可以讓金門變得更好。
網上圖片

■台中歌劇院開幕式前舉辦「3D光雕之夜」大
型投影秀。 中央社

■尋獲遺體前，三兄弟祈求
父母平安獲救。 網上圖片

■救援員尋獲
遺體。 中央社

馬英九（左）昨日到嘉義市為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陳
以真輔選拜票；但陳以真卻因受邀參加雲林同鄉會活
動，趕不過來。馬英九一臉無奈。 中央社

馬輔選以真不在

醫院遊戲助病童紓焦慮
港大研究指可降負面情緒有利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癌症病
人長期對抗病魔，除了身體上的痛楚
外，心理上往往難以釋懷。有研究指
出，用藝術治療可以令病人釋放來自病
患及療程的感受；同時能有效減輕病人
負面情緒和提升生活質素。有見及此，
香港防癌會本月邀請10位患上不同癌症
病人與學生合作繪畫，並於下月在九龍
公園廣場展出畫作，公眾可親臨現場感
受每幅畫作中的獨特故事及情懷，亦可
更深入了解藝術創作的意義。

防癌會再辦「香港癌症日」
香港防癌會今年舉辦第二屆「香港癌

症日」，主題為「健康人生 抗癌有
您」。該會癌症教育委員會主席廖敬賢
指，不幸患癌的人士，心理上可能會感
到恐懼、憤怒或焦慮，亦有人會認為癌
症是因自己過往生活習慣造成，而感到
自責及內疚。
近年有關「表達藝術治療」的研究指

出，以藝術作媒介幫助病人抒發情感，
讓病人在藝術創作過程中能意識到自己
最深層的情感，從而釋放來自病患、療
程、人際關係的種種感受。
研究亦證實「表達藝術治療」有助減

輕癌症病人的痛楚、負面情緒及提升生
活質素。

情緒牽動思想影響健康
港大行為健康教研中心臨床顧問暨註

冊藝術治療師藍建文表示，情緒會牽動
人的思想，甚至直接影響身體健康，當
人們感到幸福快樂時，免疫系統會增
強。而這些感受既可減少患病率，也可
降低早亡的機會；相反，不開心的人則

較容易生病。「雖然藝術並不能直接針對病症，但
對於患者的心理、情緒上皆有很大療效。」
有份參與的癌症病人說：「本來對此療法並不熟

悉，也未有太大期望，但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卻覺
得心情開朗了不少，而和年輕人互相合作，亦讓他
們感到新鮮和有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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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癌會本月邀請10位患上不同癌症病人與學
生合作繪畫，並於下月在九龍公園廣場展出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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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於2012年11月至去年10月期間，向304名住院
治療逾3日的3歲至12歲兒童進行研究，了解醫

院遊戲對他們的成效。結果發現，154名接受醫院遊戲
的兒童，其負面情緒如哭泣、煩躁及拒絕合作等狀況，
以及焦慮情緒均有改善。李浩祥指，研究反映出醫院遊
戲服務能以輕鬆方法，讓病童了解醫療程序及平伏他們
的負面情緒。
李浩祥稱，大多兒童會對留院接受治療感到恐懼，以
及對自己患的疾病有誤解，從而拒絕接受治療，亦會害
怕與醫護人員接觸。他指，「家長及醫護人員很多時候
也會側重於治療疾病，忽略了兒童的心理，更會認為他
們生病，就應該多些休息，不要玩耍。」然而，李表示

醫院遊戲能安撫病童內心的不安，對治療更有效。

轉移注意力 減低痛楚焦慮
醫院遊戲是多元性的遊戲服務，幫助病童適應住院的

日子及面對治療的心理壓力。李浩祥指，由於兒童難以
理解複雜的醫療程序，「模擬醫療程序遊戲」便能透過
遊戲讓病童在各種醫療程序上做好心理準備，改善其恐
懼及不安；另外，「注意力轉移遊戲」則能於病童進行
治療期間，利用有趣的遊戲及玩具，轉移他們的注意
力，減低痛楚及焦慮。

腎衰竭女童：公仔講解不再怕

現年10歲的陳心悅，2年前證實患上末期腎衰竭，需
入院接受連串治療，包括接受靜脈注射、每天長達10
小時的腹膜透析及腎部移植手術，曾住院3個星期，令
她感到不安及害怕，更試過多次情緒失控。幸好，心悅
其後接受醫院遊戲，當中醫院遊戲師利用公仔向她講解
即將進行的醫療程序，讓她有心理準備，減輕恐懼接受
治療。
心悅指，「我很怕痛，所以最怕要抽血及『打豆』
(靜脈注射)，但有醫院遊戲師和我玩公仔及手工遊戲，
我便不再怕住醫院了。」其母親表示，非常感謝醫院遊
戲師的協助，讓心悅因明白治療的需要，所以非常合作
接受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年紀

輕輕需要留院接受治療，不少病童也會

出現負面情緒及焦慮反應，更可能間接

影響治療。然而，有研究指出，醫院遊

戲服務能紓緩住院兒童的負面情緒及平

伏他們的焦慮情緒。港大李嘉誠醫學院

護理學院助理教授李浩祥表示，接受醫

院遊戲的3歲至7歲病童，其負面情緒及

焦慮反應分別減少25.4%及41.8%，而8

歲至12歲的病童，其負面情緒及焦慮反

應則分別減低21.2%及14.2%。

東平洲村民不滿私地列郊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繼盛）

「保育」和「發展」再現爭端。
約400名新界原居民昨日在東平洲
屬郊野公園範圍的私人農地，進
行清除野草雜樹活動，令土地回
復農地狀態，避免政府以保育為
由再作土地規劃。當地原居民認
為，土地劃入郊野公園令原居民
生活受到限制，剝削私有土地的
使用和發展權利，促請政府別單
方面改變私人農業土地的用途。
東平洲奶頭村村代表袁照昌昨

日在活動上表示，在香港回歸
前，港英政府在絕大部分島民不

知情下，將絕大部分區東平洲土
地，包括私人村屋和農地劃入郊
野公園，令島民原來生活受到極
大限制，並剝削島民私有土地的
使用和發展權利。
袁照昌指，回歸後特區政府再

將東平洲所有海域劃為海岸公
園，禁止所有島民的海上謀生及
康樂活動，雖然當局承諾會發釣
魚牌照予居於當地的居民，但獲
發牌照者卻只是寥寥之數。袁照
昌促請當局在未經東平洲和奶頭
村業權人同意前，不可單方面改
變私人農業土地的原本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有
勞工團體昨日建議2015年企業加
薪7%，讓員工分享經濟成果。
團體指，政府早前預測經濟實質
增長約有2.5%，近日多個薪酬調
查機構發表的加薪預測或建議普
遍介乎4%至4.5%，但今年通脹
達4.4%，有關加薪建議會令打工
仔薪酬追不上通脹。
職工盟翻查多間上市企業過
去幾年的財務報告，包括港
鐵、長實、恒地、新巴和城巴
母公司新創建等，發現不少企
業稅後盈利都上升超過 10%，
但員工的加薪幅度則少於5%，
高層卻普遍加薪逾 10%，故要
求企業落實明年加薪7%，協助
員工對抗通脹。

■約400名新界原居民昨日在東平洲奶頭村屬郊野公
園範圍的私人農地，進行清除野草雜樹活動。

東坪洲奶頭村供圖

▲醫院遊戲是多元性
的遊戲服務，能幫助
病童適應住院的日
子。 記者葉佩妍 攝

◀現年10歲的陳心悅，兩
年前證實患上末期腎衰竭，
曾住院3個星期。

記者葉佩妍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