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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已93歲高齡的「二二八」倖

存者黃幸日前以親歷者身份追憶往事時說：「『二二八』事件

中，我們反對的是專制統治和貪官污吏，那是發自內心對祖國

的熱愛。『台獨』分裂勢力扭曲歷史，別有用心。反對『台

獨』是對『二二八』先賢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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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倖存者：反獨慰先賢
紀念事件傳承愛國精神 轟分裂勢力扭曲歷史 台牛樟芝登陸

有效抗癌降血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民
黨前「立委」潘維剛昨日召開「參選黨主席
記者會」，正式宣佈參選國民黨主席。潘維
剛表示，國民黨前主席、台灣地區前領導人
馬英九認同她的理念，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也
贊成她的理念與想法。潘維剛介紹，宣佈參
選前，拜訪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吳伯雄與馬
英九，前晚也致電洪秀柱。潘維剛表示馬英
九認同她的想法與理念。而與洪秀柱通電話
時，洪秀柱說很好，贊成她的理念與想法。
她也告訴洪秀柱，大家都希望國民黨好，不
會有任何衝突。

國民黨主席選舉定於今年5月20日舉行，在潘維剛之前已有
五人正式宣佈參選，包括洪秀柱、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國民
黨前副主席詹啟賢、台灣地區前「副總統」吳敦義、台北農產
運銷公司前總經理韓國瑜。

潘維剛競逐黨主席
稱理念受馬洪認同

■樹王生物科技與豐盛健康集團於會上簽署了合作協議。
記者江鑫嫻 攝

■黃幸表示，還原歷史真
相、堅決反對「台獨」是對
「二二八」先賢最好的告
慰。 新華社

■潘維剛宣佈競逐
國民黨黨主席。

資料圖片

■黃幸說紀念「二二八」是
為了緬懷犧牲英烈。圖為高
雄歷史博物館「二二八」特
展的展品。 資料圖片

黃幸1924年出生於台灣台南。在
日本殖民統治陰影下成長的

他，從年少時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
起，就一直心繫祖國、心向祖國、認
同祖國。「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島
內老百姓熱情歡迎當時的國民政府來
台。台灣人曾經失去祖國，所以日本
投降了，國民黨當局來接管，我們覺
得是祖國的親人來了，我們終於可以
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了。」黃幸回憶
說，「沒想到國民黨當局來台後表現
很不好，貪官污吏橫行，物價飛漲，
老百姓的日子十分難過。」

白色恐怖澆熄熱情
「大家對當時國民黨當局的不滿逐
漸增多。在這樣的背景下，『二二
八』事件爆發了，沒人動員，沒人煽
動，完全是自發的群眾反抗運動。」
1947年2月28日，台北煙草專賣局緝
私警察毆打販賣私煙的女煙販激起民
憤，進而引發全島民眾反對國民黨當
局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運
動。在黃幸的記憶裡，「當時整個台
灣社會蘊藏着一種強烈的騷動氣息，
路上行人匆匆、神色緊張」。
其時黃幸正就讀於台灣大學工學院
機械系。懷着滿腔熱血，他決定要有
所作為。黃幸和同學聯繫了台大醫學
部的一個指揮部，計劃奪取當局的一
個武器庫。由於人員協調、突降大雨
等因素，行動後來取消了。「如果那
天行動，恐怕死難者不會少，據說軍

警的機關槍都準備好了。」黃幸感慨
地說，「當時只憑着一股學生的熱
情，想要做點什麼，完全沒有去考慮
後果。」
「二二八」事件中，當局大肆搜捕
參與者，黃幸在台北士林一戶曹姓人
家的閣樓上躲了十多天。「士林的老
百姓對學生是真好，這位曹先生不僅
讓我住在他家，還每天來給我送
飯。」「二二八」事件改變了黃幸的
人生軌跡。他對當局的希望徹底幻滅
了：「我們聚會中常常談到，『白色
中國』不行，『紅色中國』或許還有
希望。」

回首一生無怨無悔
黃幸的父親1948年9月把他送到基

隆港，目送他孤身登上前往上海的客
輪。當時的他無法知曉，這竟是與父
親的訣別。從此，他開始了與家鄉長
達數十年的離別。來到大陸後，黃幸
展開了為新中國工作的人生新路。他
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曾被派往中國
駐日使館工作，後來擔任過北京市台
聯的駐會副會長……退休多年，老人
仍以「不改初衷、與時俱進」勉勵自
己，他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尤其在台
灣問題、中日關係、中美關係等方
面，孜孜不倦地做着許多翻譯和研究
工作。
「回首人生，我可以坦然告訴在台
灣的親友，我在『二二八』事件中及
其後所作的抉擇是正確的，至今無怨

無悔。」黃幸說，「我的人生遇上一
個又一個的時代漩渦，能參與到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進程
中，我感到非常幸運。」

緬懷英烈促還真相
「『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70個春
秋，我們之所以還在紀念，是為了緬懷
犧牲英烈，繼承台灣同胞愛國愛鄉的
精神，揭露『台獨』勢力掩蓋、歪
曲、篡改『二二八』事件真相的險惡
用心。」黃幸說。長期以來，「台
獨」分裂勢力將「二二八」事件說成
是「『台獨』運動的發端」。對於這

樣的謊言，黃幸非常氣憤。「『二二
八』事件中，我們反對的是貪官污吏
和蠻橫無理的軍警，反對的是專制獨
裁統治，表達的是求生存、求民主、
求自由的呼聲，體現的是發自內心的樸
素的對祖國的熱愛。」他說。
「在我們心裡，沒有『台獨』的思
想。整個事件中，也沒有聽到一句
『台獨』的口號。在『二二八』事件
的所有文件中，找不到有關『台獨』
的主張。」黃幸拉高了音量說，「我
們現在紀念『二二八』事件，是要還
原歷史真相，堅決反對『台獨』，這
是對『二二八』先賢最好的告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台灣中華海峽兩岸
牛樟芝產業發展協會會長吳一昌昨日在北京舉行的「中藥牛樟
芝 健康大中國」發佈會上表示，大陸已開放台灣牛樟芝合法
輸入，行業標準即將出台。另外，未來六年，台灣樹王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將與南京豐盛健康集團聯合在大陸種植100萬
棵牛樟樹。六年後，雙方合資成立之子公司，將成為全球最大
牛樟芝生技產業原料供應商，預估將可提供大陸及全球生技業
者每年超過一萬公斤以上的牛樟芝原物料。據了解，牛樟芝具
促進癌細胞凋亡、增強肝機能、降血脂等作用。
據福建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註冊處確認，目前已有牛

樟芝項目提出申請，且申請的台灣廠商有12家。台灣中華海
峽兩岸牛樟芝產業發展協會將會同這12家台灣廠商，共同協
助藥品註冊處定製牛樟芝行業標準，該標準即將出台。

北冰洋是許多老北京人對酸甜飲料
的最初記憶。它一度停盤 15

年，於2010年前後再度進入市場的時
候，人們的味蕾和回憶一併被激活。
北京食品科技管理人才協會會長郭紅
蕾是老北京人，她說，「北冰洋一下
子就抓住了我們這些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人的兒時味道，我們又會給孩子
講述自己小時候的故事。」記憶的
激活輔以品質的改進和口味的創
新，北冰洋重新贏得了人們的青
睞和市場的認可。這是老字號重
新融入現代生活的案例之一。
去年，北京市舉辦的「精彩
北京人」老字號投票活動，獲

得了400多萬人次的關注，投票結果
顯示，義利成為人們最喜愛的老字號
品牌。據統計，現今經國家認定的中
華老字號共1,128家。

傳統文化體現品牌價值
2006年，商務部啟動「振興老字號
工程」，部分因為機制僵化、觀念陳
舊、創新不足、傳承無力等原因而面
臨發展困境的老字號，也迎來了求變
的機遇。「面對一家百年老店，經營
者內心除了敬畏，就剩下責任。有句
話說得好，沒有淘汰的行業，只有淘
汰的企業。如今，在快消費、快節奏
的時代，哪怕慢半拍都不行。」杭州

知味觀總經理韓利平如是說。
一邊是傳承的責任，一邊是發展的

需要。博物館、科普館和體驗館，正
是老字號結合兩者、統籌考慮的新探
索。王致和腐乳科普館、位於六必居
老店二層的醬菜博物館、龍徽的葡萄
酒博物館、義利的糕點自助體驗
館……未來，還將有更多的博物館、
體驗館推出手工藝活態展示方式，助
推老字號的傳承與發展。「老字號的
背後是傳統文化、生活方式和復古回
憶，人們的感知需要載體，博物館就
是最好的物證。老字號的品牌價值，
也就體現在其中。」中華老字號振興
計劃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尹傑說。

中科院科學家從中國傳統中草藥植物入手，通過篩選中
醫臨床抗中風治療的中藥藥方，結合國內外多個數據庫信
息，利用分子對接的方法，研究了近8,000種中草藥，並從
30,438個小分子化合物中獲得了2,355個候選抗中風化合
物，其中有接近200種中藥植物被證實是中風治療與恢復
的常用藥。該項研究成果已於日前發表在國際期刊《科學
報告》上。這些中藥植物中，使用頻率最高、效果最好的
幾種中草藥，包括川芎、當歸、紅花等。
「我們發現這些抗中風候選化合物作用於15個抗中

風靶點，這些靶點在中風的前期、發生時、後期都有表
達，證明中藥在治療中風不同階段都有效果。此外，我
們鑒別出35個高潛力的候選化合物還具有良好的腸吸
收和血腦屏障通透性等特性。」論文第一作者代紹興博
士說。 ■新華社

福建省福州十邑地區特有的傳統民俗
節日「拗九節」，家家戶戶都要煮「拗
九粥」祭祀祖先或者送給親朋好友，已
出嫁的女子也要送「拗九粥」回娘家孝
敬父母，被譽為福州本土的「感恩
節」。在寒冷的福州街頭，小孩和義工
們正準備將「拗九粥」挨家挨戶地送給
空巢老人、困難家庭的老人們，畫面成
為福州一道暖人的風景。
「拗九節」 福州話稱「後九節」 ，
也叫「孝九節」和 「送窮節」。 「福

州人認為，『九』是不好過的。所以年
齡逢九或年齡是九倍數的人這一天都要
吃『太平麵』過九；同樣，這一天，福
州家家戶戶都要煮製『拗九粥』祭祖
或饋贈親友，特別是出嫁的女兒，都
要送『拗九粥』回娘家。」福州老人
林依欽說。
而今，隨着時代的發展，「九九八十

一」，這些81歲以上的老人，晚輩自此
每年此時都給老人「送九」，以表孝
心，就此認為 81 歲以上每年都有

「九」，由此也演變成孝老敬老、蘊涵
對生命關懷的節日。據了解，從2005年
起，福州市將「拗九節」提升為孝親敬
老、鄰里守望的節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孩子為老人送粥的畫面，溫暖了福州
的街頭。 記者何德花 攝

■中科院證實接近200種中藥植物是中
風治療的常用藥。圖為揚州市中醫院的
醫生在配製藥方。 資料圖片

每年春節回家，在北京工作的白領王怡都會來到稻香村，為家人捎點「象

徵着北京」的禮物。2016年下半年，「北京禮物」運營機構先後與北京稻香

村、同仁堂、全聚德、華都、義利等老字號合作，推出同仁堂．皇家養顏秘

方系列、北京稻香村年貨系列、百年義利經典系列等「北京禮物」老字號產品。僅半年時間，相關

產品銷售額已達到3,000萬元人民幣，老字號在新時期的發展勢頭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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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一碗「拗九粥」
傳遞孝道溫情

中科院研8千中藥 近200證可治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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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流通
發展司司長鄭
文說，「老字
號」通常指年
代比較久遠，
有獨特的產
品、技藝或服
務，有良好聲
譽和傳統文化
內涵的老商
號。尹傑認
為，老字號得
以發展至今，
是市場淘選的
結果，留存的
都是真正的好
東西。「為什
麼國禮都選擇
老字號產品？

那是因為老字號依然有
好產品和好品質，只是
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
今天，老字號發聲少
了，容易被忽視。」
商務部、發改委等

16 個部門近日印發
《關於促進老字號改革
創新發展的指導意
見》，重點舉措中的第
一條，就是老字號傳統
技藝的傳承和創新。
「老字號也需要提升品
牌意識，開發產品的新
載體，用新時期適用的
方式滿足消費者的新需
求。」尹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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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字號戴月
軒舉辦開放日活
動。 網上圖片

■同仁堂的皇家養
顏秘方系列是著名
的老字號禮品。圖
為該店北京店門。

資料圖片

■■王致和腐乳科普館結合了傳承和發展的王致和腐乳科普館結合了傳承和發展的
需要需要。。圖為王致和腐乳產品圖為王致和腐乳產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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