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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全代會人數不足 赦扁案交中執會 領航鯨群覓食 罕現花蓮海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隨着

禮炮的鳴響，一壇以「藏酒」之音寓意友誼

天長地久的馬祖老酒，帶着眾多兩岸學子的

簽名，封存於台灣外島馬祖八八坑道中。

傳傳承古禮 相約成長
20172017年年99月月252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兩岸一家親，共釀一壇成功
曲」，這些來自福州、廈門、

龍岩和台灣外島馬祖，剛剛完成成年禮的
逾二百六十名學子，相約十年後再相聚、
開杯同飲成功酒。
由馬祖縣政府與廈門陸島旅遊投資有限

公司聯合舉辦的兩岸成年禮活動22日至24
日在馬祖舉行。這是兩岸成年禮活動繼在
金門成功舉辦兩屆後，首次移至馬祖，並
與當地已連續第七次舉辦的古禮「成年
禮」—「做出幼」儀式相結合。

特色節慶 六年傳揚
「做出幼」，源自敬拜閩東婦幼守護

神—臨水夫人（陳靖姑）的儀式。依傳

統，嬰兒出生時確定生辰八字，並推算出
其一生中可能遇到的險關。對此，馬祖有
請道士念咒施法以消災解厄的習俗。這個
過程稱「過關」，也稱「做出幼」。
2011年起，馬祖為年滿16歲的青少年以
「做出幼」的古禮，作為「成年禮」儀
式。不僅對逐漸式微的傳統禮俗起到保存
與傳承作用，也使成年禮成為具有當地特
色的年度文化節慶活動。
23日下午，在馬祖牛角五靈公廟前，

「做出幼」作為本屆兩岸成年禮系列活動
之一隆重舉行。儀式上，50多位身着漢服
的馬祖高中生，向父母長輩鞠躬感恩，接
受長老致送戒尺，並進入五靈公廟跨火
盆、水盆，表示渡過難關後，再由長輩加

冠，吃平安蛋，飲成年酒。

感恩惜福 延續傳統
馬祖仁愛小學校長王建華在儀式上作為

長輩為學子們戴上成年冠。他認為，通過
這樣的活動，孩子們會懂得感恩、惜福，
對師長們更多尊重和愛戴。「我們希望傳
統中華文化習俗延續下去，也希望孩子們
能參與其中，親身體驗傳統之美。」
「兩岸本是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共同

傳承着中華數千年的文化」，馬祖縣長劉
增應說，成年禮是中華傳統禮俗之一。此
次兩岸成年禮活動，對於促進兩岸年輕人
交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於拉近兩
岸民眾鄉親的情感，也是意義非凡。
廈門陸島旅遊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吳椿江

認為，兩岸最缺乏的是各階層相互了解，特
別是年輕人間的交流尤為重要。為此連續主
辦兩岸成年禮活動，吳椿江說，「每次活動
中，看到兩岸中學生玩在一起時那純真、開
心的笑容，我就非常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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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民進黨
全代會昨日下午在圓山飯店登場，蔡英
文、賴清德等與會，台北警方動用警力
800名左右，在圓山飯店周圍維持秩序。
蔡英文在此次會議上提議「憲政體制」
改革。但朝野「立委」認為「修憲」門
檻高，尤其最後需經人民複決，難度極
高，並不看好。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劉櫂豪
受訪指出，啟動「憲改」有其必要性，
但他也坦言，「修憲」門檻高且複雜，
要通過有其難度。中國國民黨團總召林

德福表示，蔡英文的說法聽聽就好，民
進黨都是嘴巴講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
套。親民黨團總召李鴻鈞表示，啟動
「憲政改革」是大工程，應該全面性、
通盤性檢討，他建議，若真要啟動，應
先召開會議，傾聽朝野、社會各界的意
見，否則「修憲」門檻這麼高，需要四
分之三的「立委」同意才能通過，只要
國民黨團不同意也過不了。

赦扁行不行？ 臉書投票熱議
民進黨全代會在處理有關代表提出特赦

陳水扁的案子時，因為人數不足無法議
決，蔡英文最後裁示，案子交付中執會處
理，若有人反對就把意見列入會議記錄。
另據台灣《聯合報》報道，中國國民
黨在臉書舉辦「陳水扁特赦」按讚活
動，反對按「讚」，支持按「兇臉」。
目前已累積逾7,400個「讚」，僅233個
「兇臉」。國民黨指出，陳水扁的龍潭
購地弊案、陳敏薰買官案、「二次金
改」收賄案，都是被法院認證的貪污弊
案，並呼籲民進黨，不要忽視人民的感
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花蓮海域
23日出現上百頭領航鯨覓食畫面，公的領航
鯨圍繞在外，保護母鯨和幼鯨在內圍覓食。
幸運碰到罕見畫面，賞鯨遊客大呼過癮。
多羅滿賞鯨副總呂世明昨日表示，23日

下午2時賞鯨船載着80多名遊客，從花蓮賞
鯨碼頭往南方向出航，航行約1小時，看到
成群的領航鯨。截至昨日中午，4趟航班每
趟都遇到這群領航鯨，許多遊客大呼過癮，
忙着拍照。
呂世明說，鯨豚隨季節、追着食物跑，

路線不定，這次花蓮出現的是「短肢領航
鯨」，最大約4噸重，連續2天出現的數量

逾百頭，十分罕見，每小群約20頭至30
頭，外圍由公鯨保護，內圍則是母鯨和小鯨
覓食。會出現這群領航鯨，研究判斷是連日
來黑潮逼近花蓮海域，加上魷魚等食物大量
聚集，才會出現這麼大的族群，不僅罕見，
也是難得的紀錄。

■■2323日下午日下午，，在馬祖牛角五在馬祖牛角五
靈公廟前靈公廟前，「，「做出幼做出幼」」作為作為
本屆兩岸成年禮系列活動之本屆兩岸成年禮系列活動之
一隆重舉行一隆重舉行。。身着漢服的馬身着漢服的馬
祖高中生祖高中生，，由長輩加冠由長輩加冠，，吃吃
平安蛋平安蛋，，飲成年酒飲成年酒。。 中新社中新社

■■花蓮海域花蓮海域2323
日出現上百頭日出現上百頭
領航鯨覓食畫領航鯨覓食畫
面面。。 中央社中央社

兩岸逾兩百學子成年禮首在馬祖舉行

這個時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區溝溪鄉五十都村成片的橘樹上
掛滿了即將成熟的橘子。35歲的
農民王燕飛不去田野，反而在自
家畫室裡一絲不苟地畫着老虎，
一隻仰天長嘯栩栩如生的老虎在
他的笔尖呼之欲出。這幅畫，王
燕飛已經畫了20多天了。
如今，王燕飛畫的老虎圖，每

幅能賣 3,000 元（人民幣，下
同）。你可能很難想像，王燕飛
從來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這些
年來都靠看老虎視頻畫虎，到目
前為止也只看過一次真老虎。
王燕飛從小就不愛說話，和人

聊天時幾乎是問一句答一句，但
他愛畫畫。回想起校園時光，留
在腦海裡的依舊是畫畫給他帶來
的快樂。

揣摩比對 不斷練習
因為父親早逝，王燕飛年紀輕

輕就出來闖蕩了，做過木匠學
徒，做過電器學徒，也裝過空
調，現在以門窗安裝謀生。雖然
生活艱辛，但他從來沒有放下手
中的畫筆。2011年的一天，王燕
飛在網上看了老虎的一段視頻。
「我當時喜歡上了畫老虎了，老
虎的走姿，身上的花紋，關節肌
肉都是我最喜歡畫的。」他找來
老虎的各種圖片和視頻仔細揣
摩，不斷地畫。直到2014年，王
燕飛跟朋友去寧波玩，順便去了
一趟動物園，第一次近距離看到
了老虎。

白天，他走家串戶為人裝門窗維持生計。
從晚上6點到零點，他雷打不動地畫虎，畫
一幅老虎要20多天。如今，王燕飛的老虎
畫已經賣出7幅，都是以3,000元一幅被人
收購的。
但王燕飛說，「我覺得我現在沒有畫出老

虎的靈魂，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希望能
有老師收我為徒，讓我的畫藝有大的提升，
形成我獨立的畫虎風格。」■《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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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六旬翁單騎進藏：沒想到能堅持下來

■來自陝西西安的退休鐵路工人高東來騎單車
33天成功進藏。 網上圖片

■■王燕飛在自家畫室裡一絲王燕飛在自家畫室裡一絲
不苟地畫着老虎不苟地畫着老虎。。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露露為
燕子煲的
板 栗 雞
湯。
網上圖片

騎單車去西藏，很多人想都不敢
想。但陝西西安一名65歲的老先生不
但想了，還做了。他8月18日從西安
出發，9月19日抵達西藏拉薩，歷時
33天完成夢想。
勇敢圓夢的老先生是西安退休鐵路
工人高東來，他8月18日騎車從西安

出發，8月26日到達四川成都。在成都
休整了一天，8月27日沿着川藏北線騎
行，然後開始爬坡。前面路平坦一些
時，每天騎行150、160 公里，但進藏
受路線和環境的影響，有時候50公里
要走一天。尤其是爬坡，只能推着單
車走。最讓他難忘的是進藏翻越了14

座超過4,000米的大山，其中有兩座山
海拔超過5,000米。
高東來說，一路上，很多人勸他調
頭。「但我就是想試試，一可增加個
人閱歷，二能磨練個人意志。沒想到
我能堅持下來，除了毅力外，多虧有
一個好身體。」 ■華商網

23歲的燕子來自貴州的大山裡。比燕子小3歲的露露，家就在重慶的一
個小鎮上。她們於2012年在重慶學服裝
設計的時候相識，但真正熟悉起來是在
畢業後，她們倆進了同一家服裝廠，友
誼也因此慢慢建立起來。
後來，服裝廠倒閉，露露決定自己擺
攤，但生意慘淡。而燕子從事美妝行
業，工資要比露露多。露露生活拮据
時，燕子時常接濟她，還經常幫她在生
意上出謀劃策。在這段經濟困難的時
間，她們兩人互相扶持和陪伴，感情逐
漸深厚起來。
今年3月，燕子突然發燒，持續多日，

還伴有關節疼痛，後被確診為急性淋巴細
胞白血病。由於燕子家境貧困，下面還有
弟弟、妹妹正在讀書，所以當母親得知化
療需要很大一筆資金時，在治療方案的選
擇上，她提出把燕子接回貴州老家。

社會善款 增戰勝病魔信心
露露表示堅決反對，「誰都知道，回

去意味着什麼。作為燕子最好的朋友，
我又於心何忍！」這時，露露下定決
心，一定要拚盡全力，幫助自己的好閨

蜜戰勝病魔、好好生活下去。
其實在作這一決定時，露露不是沒有

猶豫過，好在得到了許多熱心人的幫
助，「目前一共經歷了6次化療，總共花
費18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大多
數的治療費用都是身邊的同學、同事還
有社會上許許多多的好心人捐助的。」
說到這裡，露露和燕子同時沉默了下
來，可以感知到她們內心的感激之情。
選定治療方案後，露露的生活重心全部

放在了燕子身上，她瞞着父母，把自己的
全部收入都投到燕子的治療上去。與此同
時，燕子也拚盡全力與病魔進行抗爭。在
接受第一期的化療時，反應非常嚴重：掉
髮、胃脹、流很多汗、口腔內長滿潰瘍。
因為血小板太低，她連下床這樣簡單的動
作都做不了。露露回憶起有一次燕子想要
下床，直接就暈倒在地上，這樣的情況一
共發生了三次。露露說：「我感覺自己的
心跳也停了三次。」

艱難治療 近20天晝夜守護
那段近20天的時間裡，露露停下工
作，24小時守在醫院，照顧燕子，遵從
醫囑給燕子吃藥、擦身、打水、餵飯、

洗衣，晚上
每兩個小時
就要起床一
次察看燕子
的情況。說
起那段痛苦的治
療過程，燕子說：「如
果沒有露露在身邊陪我，我真不敢想像
我能渡過那道生死關。我不想就這麼死
了，能活下去多好啊。」雖然治療過程
痛苦而曲折，但兩個勇敢的年輕女孩咬
牙堅持了下來。經過6次化療後，燕子的
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治療過程中，時常面臨一個不大不小
的難題：化療需要剃光頭髮，每次剃
頭，燕子都十分難過。「我怎麼勸她，
她都不想剃，我就說那我陪你剃，我原
本開個玩笑，她就說行，然後就這樣剃
了。」露露說。
燕子和露露面臨最頭疼的難題還是資

金，燕子骨髓移植需要30萬元，還有20
萬元缺口仍沒有着落。問到她們對於未
來的期待與憧憬，露露說，希望燕子能
完全康復，我們能過上正常的生活，第
一件事情還是要一起把頭髮留起來。

勉血癌閨蜜治病勉血癌閨蜜治病
陪剃光頭不言棄陪剃光頭不言棄

正值青春年華正值青春年華，，閨蜜不幸得了白血病閨蜜不幸得了白血病（（又稱又稱「「血癌血癌」），」），她全程陪伴治療她全程陪伴治療。。化療要求必須剃光化療要求必須剃光

頭頭，，為了鼓勵閨蜜積極配合治療為了鼓勵閨蜜積極配合治療，，她毅然決定陪着她她毅然決定陪着她，，加入光頭一族加入光頭一族。。這是一段怎樣的閨中友這是一段怎樣的閨中友

情情？？燕子說這是相依為命燕子說這是相依為命，，露露說永不言棄露露說永不言棄！！ ■■《《揚子晚報揚子晚報》》

■■化療需要剃頭化療需要剃頭，，燕燕
子子（（左左））每次都不情每次都不情
願願，，露露決定陪她一露露決定陪她一
起剃光頭起剃光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燕子（左）與露露在學服裝設計的時候相
識，經過彼此間的扶持和陪伴，感情逐漸
深厚起來。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