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中常委改選 蔣萬安上榜 捐血年輕人少四成
或與愛喝奶茶有關

推動兩岸青年合作
中華青年經貿交流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大陸「十一」黃金周昨日

開始。由於今年恰逢「十一」遇上中秋，罕見的八天長假也促使

大陸民眾紛紛把握良機出遊。陸客趁長假大舉出遊，照理應是海

內外旅遊業者大賺陸客財的絕好商機。然而，台灣《工商時報》

「十一」當天凌晨卻發文感嘆：陸客「十一」瘋出境遊，台灣、

韓國賺不到。

台民宿陸客入住率減半
未受惠大陸「十一」長假 連續兩年落榜10大旅遊地

該文援引大陸攜程網日前發佈的預測報告
指出，今年黃金周將有600萬陸客出境

旅遊，其中最受青睞的前10個目的地分別是
泰國、日本、新加坡、美國、越南、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澳洲、俄羅斯。過去曾備
受陸客喜愛的台灣地區及韓國則未擠進前
10。

陸客月均減逾三成七
對比韓國往年都是陸客出境首選前三甲，

台灣則是連續兩年未能進入前10大旅遊目的
地的榜單。據中國旅遊研究院2015年公佈的
「十一」長假旅遊市場預測，當時台灣尚名列
「十一」出境遊機票預訂排行榜的第2名。如
今再看台當局「內政部移民署」的數據，今年
前7月，陸客赴台人次的增長率，平均每月衰
退37.1%。
自去年「5．20」（蔡英文就任台當局領導
人）之後，大陸旅遊赴台人數便開始驟減，此
後更逐月呈現斷崖式下跌。9月27日國台辦舉
行的例行發佈會上，有記者提問：近日島內有
聲音說，陸客減少，急需拯救台灣觀光業，請
問發言人怎樣評價？另一方面，國慶黃金周即
將到來，請問發言人對於大陸遊客赴台旅行有
怎樣的建議？
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回應，自去年以來，大

陸居民赴台旅遊的人數持續大幅減少，原因
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在此前發佈會上也多次
做過分析。今年是國慶和中秋兩個假日疊
加，所以國家旅遊局發佈了假日旅遊指南，
據了解，預計從10月1日到8日，陸客出境遊
也將迎來小高峰，當然旅遊是大陸居民自身
的事情。
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奇嶽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亦表示，今年「十一」長假，預
計陸客個人遊及團客人數每天約1萬人，「和
過去相比，差多了」。
李奇嶽分析指出，以前大陸「十一」假期
前夕，台旅遊業者為應付陸客赴台，業者必須
提早付款、訂酒店房間和旅遊巴，為此忙上
一、兩個月。但從去年開始，民宿、旅遊巴經
營者開始「沒壓力」，專做陸客的旅行團業
者，業績急劇下滑，更有不少倒閉或出售。
有在花蓮經營民宿的郭先生表示，以前碰

上「黃金周」不僅房間訂滿，當地觀光景點也
滿是陸客的身影。但從去年開始，陸客人數每
月下滑，民宿業者削價競爭；今年「十一」假
期，陸客人數比全盛時期減少五成以上。
墾丁有民宿業者也表示，以前碰上「十
一」假期，墾丁大街都擠滿人。但近一、兩
年，大陸客減少了很多，今年房間還有一半仍
未租出。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
黨中央常務委員選舉結果昨天出爐，23名
尋求連任的中常委有3人落選，6名黨籍
「立委」參選，賴士葆、陳雪生未選上，
青壯派的「立委」蔣萬安、彰化縣議長謝
典霖則擠進前10名。
國民黨中常委選舉昨天投票，49人登
記參選，其中現任中常委 23人爭取連
任，6名黨籍「立委」、3名議長與副議
長登記，還有不少青壯世代搶攻；開票作
業近下午5時完成，投票率達97.06%，共
選出32席選任中常委，不到四成中常委

換血。
現任中常委黃昭順以939票拿下第一高

票，之後依序是蕭景田920票、沈慶光883
票、楊瓊瓔846票，前四名都由現任中常
委包辦。尋求連任的23名現任中常委，20
人順利連任，僅柯貞竹、謝坤宏、陳文漢
等3人落選。
「立法」系統6人參選，黃昭順、蔣萬

安、江啟臣、徐榛蔚等4人當選，陳雪
生、賴士葆落選。地方議會方面，新北市
議長蔣根煌、彰化縣議長謝典霖、澎湖縣
副議長陳雙全都當選。當選名單中曾任或

現任民意代表超過半數。

青壯派表現不俗受矚目
這次中常委選舉有不少青壯世代搶攻，

都有不錯成績，例如彰化縣議長謝典霖以
816票排名第六、「立委」蔣萬安以760票
搶下第九名、台北市議員徐弘庭排第21
名、「立委」江啟臣第26名。
這次中常委選舉竄出黑馬，國民黨屏東

縣黨代表聯誼會會長楊博仁、台北市彰化
同鄉會理事長謝坤宗都當選。
進一步觀察，被視為中央委員連勝文人

馬的現任中常委李德維、台北市議員徐弘
庭都當選，不過，挺前黨主席洪秀柱的現
任中常委柯貞竹、前「立委」蘇清泉卻雙
雙落選。
國民黨第八屆全國青年工作總會總會長

選舉結果也出爐，由青工總會副總會長吳
建志當選青工總會總會長，為指定中常
委。
根據國民黨黨章規定，中常委共34人，

包括32人為票選中常委；另指定中常委2
人，由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及全國青年工
作總會總會長擔任。

■■台媒昨日發文感嘆台媒昨日發文感嘆：：陸客陸客「「十一十一」」瘋出境遊瘋出境遊，，台台
灣賺不到灣賺不到。。圖為旺季時期阿里山景區的一處觀景平圖為旺季時期阿里山景區的一處觀景平
台台，，遊人寥寥無幾遊人寥寥無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華青年
經貿交流協會昨日在台北成立。這個以「80
後」台灣青年企業家為主體的協會表示，將
以青年最了解青年、青年相互幫助的方式運
作，邀請實務經驗豐富的前輩擔任顧問，協
助兩岸青年開拓視野、交流合作，整合產業
資源並促進可持續發展。當日舉行的協會成
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上，該協會
發起人、北京華燦工場合夥人兼總經理李偉
國當選首任理事長。
李偉國於去年5月發起成立協會，為打造

兩岸青年創新創業服務平台，協助台灣青年
在大陸實習、就業和創業，以推動兩岸青年
合作。他表示，協會未來初步計劃在台灣成
立眾創空間，使之成為台青赴陸創業的前哨
站。此外，還計劃定期舉辦兩岸沙龍，邀請
在陸就業、創業的兩岸青年分享實戰經驗，
減少資訊不對等而產生的隔閡。
據悉，目前協會擁有個人會員40名，理監

事多從事文創、農業、康養等台灣特色產業。

■昨日，中華青年經貿交流協會在台北成
立。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血液基金
會統計，近10年，17歲到20歲捐血人次降
幅達四成，推估可能跟少子化、年輕人作息
容易不正常，或愛喝奶茶、咖啡，致血紅素
不足，就算想捐血也會被「退貨」。
台灣血液基金會公關處長黎蕾說，奶茶、

咖啡等含咖啡因的飲料會影響鐵質吸收，讓
血紅素降低。根據捐血規定，男性血紅素應
有13公克%以上、女性須有12公克%以
上，但目前平均有14%的捐血者會因為血紅
素不足被「退貨」，其中年輕人的比例可能
更高。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黑龍江
扎龍自然保護區，一家三代養

鶴護鶴愛鶴，第一代將一生獻給丹頂
鶴，第二代將生命獻給群鳥，第三代
還將在這裡見證扎龍的未來。
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扎龍濕

地，是亞洲第一大濕地，這裡是丹頂
鶴的王國。歌曲《一個真實的故事》
讓許多人知道了為救白天鵝而犧牲的
中國第一位環保烈士徐秀娟，她將不
滿23歲的青春年華，獻給了摯愛並
為之獻出生命的養鶴事業。

父母：視鶴為家庭成員
徐秀娟，1964年出生於黑龍江省

齊齊哈爾市扎龍滿族村的一個養鶴世
家。父親徐鐵林和母親黃瑤珍是中國
第一代養鶴人，黑龍江扎龍保護區在
1975年籌建初期，辦公室就設在他

們在扎龍的小土房裡。鶴一直被視為
他們的家庭成員，徐秀娟小時候經常
幫着父母餵小鶴，潛移默化中也愛上
了丹頂鶴。
1981年，年僅17歲的徐秀娟，因
學校停辦而不得不放棄學業，選擇到
剛成立不久的扎龍保護區工作。徐秀
娟從進鶴場的第三天起，就能獨立圈
養小鶴，識別鶴的編號、記住每隻鶴
的出生年月，飼養幼鶴的成活率達到
100%。經過她馴化的小鶴，能隨她
一起唱鳴，在她的帶動下跳舞、飛
翔。徐秀娟快就掌握了丹頂鶴、白枕
鶴、蓑羽鶴的飼養、放牧、繁殖、孵
化、育雛等技術，成為中國第一位養
鶴姑娘。

兒女：為群鳥獻出生命
不幸的是，1987年9月16日晚，
心力交瘁的她為尋找兩隻心愛的白天
鵝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徐秀娟的弟弟徐建峰，因受姐姐的

熏陶，於1997年調入黑龍江扎龍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也當起了養

鶴人，從事飼養繁育及野外救護監測
工作。在疫病防控高危期，他曾7天
7夜守在工作崗位上，使疫病得到有
效控制。在丹頂鶴繁殖季節，為了掌
握第一手材料，他帶領同事徒步穿行
扎龍保護區核心區、緩衝區和實驗區
地帶，儘管條件艱苦，他也在所不
惜，用GPS定位丹頂鶴的巢區。
2014年4月18日早上，徐建峰像
以往一樣趟水約2公里進入扎龍濕地
腹地觀察散養丹頂鶴的繁育情況。當
天中午徐建峰發現一隻散養丹頂鶴
的鶴雛和一枚鶴卵，為了確保鶴雛
的成活，他在濕地裡工作了1天。19
日早上，徐建峰不放心鶴雛和鶴
卵，又回到濕地裡進行看護，在確保
散養丹頂鶴鶴雛和鶴卵安然無恙後，
返回保護區，途中他由於連日疲勞致
使電單車失控掉入路基下的水溝內，
不幸殉職。

孫女：讓扎龍濕地延續
徐卓，是徐建峰的女兒，出生於

1993年，畢業於東北林業大學野生

動物資源學院，所學專業為野生動物
與自然保護區管理，現工作於扎龍保
護區鶴類監測中心，負責陸生動物疫
源疫病監測和鳥類資源監測。
在父親徐建峰因公殉職後，徐卓在

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了幾本工作日
記，上面記錄了從1997年以來父親
所有的工作：丹頂鶴飼養、繁育、防
疫、救治等都在其中，只要是他遇到
的，都會記下來，從未間斷。可是這
些日記卻在2014年4月18日那天戛
然而止了，徐卓看到父親這些日記突
然萌發了一個心願：她想讓這些工作
日記繼續寫下去，她想完成她父親未
竟的事業，這樣就好像父親一直在她
身邊從未離開一樣。
2012年在東北農業大學植物學專

業完成一年學業後，徐卓萌生了轉學
到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管理專業的
念頭，並在多方努力下完成了轉學工
作。2015年9月，徐卓放棄學校保送
讀研究生的機會，選擇接過先輩手中
的接力棒，回到扎龍守護丹頂鶴，守
護這片濕地。

走過那條小河/你可曾聽說/有一位女孩/她曾經來過/走過那片蘆葦坡/你可曾聽說/

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為何片片白雲悄悄落淚/為何陣陣風兒輕聲訴說……這首

歌名為《一個真實的故事》，在上個世紀80年代被廣為傳唱。 ■《黑龍江日報》

三代護鶴接力
用 守護

在中秋節來臨之際，內地多個高校紛
紛推出校徽月餅，一時間火遍大江南北
高校圈。其中，陝西省西北農林科技大
學農學院學生岳慧芬出品的「彩色馬鈴
薯」雜糧校徽月餅備受關注。因為這款
月餅不僅寄託了學子們的思鄉思親之
情，同時原材料全部由學校自主培育和
種植的，可以說是中秋文化、科研成果
和創業夢想的完美結合。
據介紹，岳慧芬目前在西北農林科技

大學農學院讀研。其所在的院系在海內
外農業科研領域小有名氣，多年來相繼
培育出西農9940苦蕎、西農9978甜蕎、
西農979小麥、糜子以及彩色馬鈴薯等
多款備受歡迎的農產新品。據悉，西北
農林科技大學培育的雜糧系列，不僅在
內地多個地方進行種植推廣，同時也成
為食品烘焙行業的新貴。特別是彩色馬
鈴薯，其富含純天然花青素等多酚類物
質，其抗氧化活性物質含量相當於藍

莓，具有防瘤、抗瘤、增強血管彈性、
減少心血管疾病發生等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陝高校自種原材料製校徽月餅

命生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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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娟生前在徐秀娟生前在
扎龍自然保護區扎龍自然保護區
與幼鶴在一起與幼鶴在一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作為第三代護鶴作為第三代護鶴
人人，，徐建峰的女兒徐建峰的女兒
徐卓希望保護好扎徐卓希望保護好扎
龍這片濕地龍這片濕地。。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徐秀娟的弟弟徐
建峰（右）是第二
代護鶴人，亦為護
鶴獻身。 視頻截圖

■中國第一代養鶴
人，徐鐵林（左）和
黃瑤珍。 視頻截圖

昨日，91對新人在福建
廈門共同踏上婚典紅氈，
以此特別的方式喜迎新中
國68周年華誕。集體婚典
上，廈門市副市長李輝躍為91對新人證婚。這是
廈門市總工會為來廈門工作人員——「新廈門
人」舉辦的第11屆集體婚典。自2007年開始，這
樣的集體婚典共見證了 899對新人攜手步入婚姻
殿堂。 ■文/圖：中新社

集 體 婚 禮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推
出的校徽月餅。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