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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誕辰80周年 妻盼在台設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訊 公開表達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北京大學在讀台籍博士

生張立齊昨日在大陸觀察者網刊發專欄文章，稱自己在2013年到北京

學習後，連續三年都交入黨申請書。他詳細談起自己在內蒙古參加支教

時，通過與身邊的黨員同學和當地的基層幹部接觸，對於中國共產黨有

了直觀認識。張立齊比較了自己在兩岸的生活經歷，總結說在為基層人

民群眾的利益着想方面，中國共產黨比台灣島內任何組織團體都做得更

好，也因此希望自己能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為改善民眾生活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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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台生想加入中國共產黨
發文講述親身經歷 稱大陸為基層謀利益較島內做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紀
念陳映真先生誕辰八十周年座談會」
昨日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辦。陳映真夫
人陳麗娜在會上提出，希望在台灣成
立陳映真紀念館，讓台灣人不要忘記
台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傳統。
陳映真1937年11月6日出生於台灣

苗栗，去年11月22日逝世於北京，是
著名文學家，台灣愛國統一陣營的傑
出領袖和理論家。
座談會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

會、中國作家協會、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協同創新中心、台灣人間出版社共
同舉辦，以「傳承精神，開創未來」
為主題。

丈夫為兩岸統一奔走
陳麗娜在會上描述了生活中的陳映

真：「映真生長在台灣，胸懷偉大的
祖國，悲憫大眾，關注弱勢族群，為
兩岸統一奔走，把他自己獻給他所愛
的中國和中國人民。他所寫所做產生

相當程度的影響，並得以傳承。我為
他感到寬慰。」陳麗娜說到此處不禁
哽咽良久，「因為我確信映真已活出
他一生的使命」。
她說，陳映真這個名字已經成為象

徵，代表了台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傳
統。設立紀念館是要展示台灣文學中
的愛國主義傳統，讓台灣所有的愛國
主義作家能得到應有的尊重，鼓舞他
們，也讓台灣人不要忘記台灣文學中
的愛國主義傳統。

香港文匯報訊 當
被問及若參與台北市
長選戰，其父前中國
國民黨立法委員蔣孝
嚴是否支持時，國民
黨「立委」蔣萬安昨
日說，跟父親尚未實
際好好聊聊，很多重
大事情都是自己決

定，父親會充分尊重。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社福及

衛環委員會考察內湖託嬰中心暨親子館等
處，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李彥秀和民進
黨「立委」陳曼麗皆出席。
媒體詢問蔣萬安關於投入2018台北市長

選戰，父親蔣孝嚴有無提到希望多考慮？
蔣萬安表示，他的父親蔣孝嚴過去到現在

都不會介入自己的決定，像過去參選「立
委」，父親僅說尊重。

■■「「紀念陳映真先生誕辰紀念陳映真先生誕辰8080周年座談會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在北京
舉行舉行。。圖為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圖為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左左11））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中央社中央社

角逐台北市長
蔣萬安：父親會尊重

■■蔣萬安 中央社蔣萬安 中央社

「我在大陸見到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幹
部，他們扎根地方努力發展建

設，地方一年比一年更好。」張立齊說，
在內蒙古時，自己和當地的老師及支教團
的同學們一起在支教崗位上，通常一個人
要幹好幾個人的工作，從學校領導到基層
教師都一視同仁。「在內蒙古，看臉就知
道誰是幹部，越是領導的臉就曬得越黑，
越是代表幹的活越多，除了要把學校的教
育工作幹好，幹部還要下到牧區和行政村
為老百姓服務。」
張立齊說，當時內蒙古搞「十個全覆

蓋」，就是要把現代化的水、電、網、教
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覆蓋到農村，給牧

民修路蓋房子打掃衛生，這些義務貢獻共
產黨的幹部都是衝在前面。「當時我就
想，如果能加入中國共產黨，能為西部人
民作貢獻，能讓他們過得更好，環境更好
生病更少，台灣戶籍又算什麼？」

大陸重視解決貧困問題
張立齊又說，這些年我們能看到現在國

家和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解決貧困問題，幫
助人民群眾脫離貧困，中央有大量人才和
資源在支持地方發展，甚至對於少數民族
遷移安置，解決文化傳承和解決就業等都
有非常完善的政策。他坦言自己作為台灣
土生土長的客家人，當地的發展已經遠遠

比不上大陸，部分縣市的現代化程度還不
如大陸脫貧的貧困縣。

台灣放任學生破壞人代程序
他又比較兩岸青年人的抱負。他認為，

台灣的所謂「民粹民主」，就是放任學生
去破壞合法的人民代表程序，再由政治團
體收割。「反觀我來大陸後認識的朋友，
有一位學生會主席是共產黨員，大學畢業
後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去西部最貧困的地
方扶貧支教，共產黨是努力把最優秀的
人才放到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建設的工

作上去。」
張立齊寫道，台灣同胞提出加入中國共

產黨，是為了愛故鄉、愛台灣，尋找台灣
人民未來幸福的出路，也是為了愛民族、
愛祖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實際的
貢獻。
「相對比起台灣島內的政治，我必須明

確地說，在為基層人民群眾的利益着想方
面，中國共產黨比台灣島內任何組織團體
都做得更好。引用習總書記的話『百聞不
如一見』，台灣同胞尤其是青年朋友真的
要多來看看，多多比較比較。」

■正在北京大
學唸博士班的
台生張立齊公
開宣佈要加入
中國共產黨。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檢調
機關近日聯手破獲毒品走私大案，在準備出
口的貨櫃中查獲毒品「一粒眠」（Nimetaz-
epam）逾300萬顆。據悉，這是島內近年來
破獲的最大宗毒品走私案。
檢調機關昨日公佈案情透露，今年7月，
稽查人員在報稱準備出口馬來西亞、裝有辦
公設備的貨櫃中查獲60箱雜物，打開後發
現裝滿毒品「一粒眠」，總計300多萬顆，
重逾800千克。據悉，這批毒品黑市價格高
達約7億元新台幣。
檢調機關已逮捕負責運輸毒品的高姓、吳

姓疑犯，並將繼續追查幕後販毒集團。
據台灣有關部門的分類，海洛因、嗎啡在

台屬於一級毒品；搖頭丸、大麻屬於二級毒
品；「K他命」、「一粒眠」等屬於三級毒
品。據悉，「一粒眠」原本是醫療管制藥
品，用來治療焦慮、失眠，需由合法藥廠製
作，且有醫師開立處方才能取得。檢調機關
發現，此次查獲的毒品來自非法藥廠，目前
正積極追查幕後主嫌。

台破毒品走私案
查獲逾300萬「一粒眠」

口含數顆豬獠牙口含數顆豬獠牙，，在口內時而快速彈吐在口內時而快速彈吐，，時而時而

刺進鼻孔刺進鼻孔，，時而上下左右歙動……伴隨着一陣陣時而上下左右歙動……伴隨着一陣陣

鏗鏘有力的鑼鼓聲鏗鏘有力的鑼鼓聲，，浙江寧海平調耍牙表演者薛浙江寧海平調耍牙表演者薛

巧萍在口中不斷增加獠牙數量巧萍在口中不斷增加獠牙數量、、變化出各種花變化出各種花

樣樣。。很多看過薛巧萍表演的觀眾都不知道很多看過薛巧萍表演的觀眾都不知道，，在舞在舞

台上口吐獠牙台上口吐獠牙、、面目獰厲的面目獰厲的

「「大花臉大花臉」，」，私底下卻私底下卻

是一位性格爽朗是一位性格爽朗、、笑笑

起來有着甜甜酒窩的起來有着甜甜酒窩的

「「8080後後」」姑娘姑娘。。

■■中新網中新網 薛巧萍表演的「耍牙」與川劇「變
臉」相齊名，並稱為「西臉東

牙」。表演時，演員會將數顆長約8厘
米的獠牙包在口中，邊唱邊演。如今，
這一絕技瀕臨失傳，中國只有寥寥數人
會這一技藝。
作為寧海平調「耍牙」的新生代傳人，

纖弱秀麗的薛巧萍背負着「耍牙」百年來
的傳承希望。「2006年，寧海平調入選首
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當時
我是『耍牙』年輕一代的唯一傳承人，頓
生壓力與使命感。」正是這厚重的使命
感，使最初因好奇而走入「耍牙世界」的

薛巧萍，打算擇此終一生。

嘴巴練出血 日吊兩鹽水
回憶起初學「耍牙」的畫面，薛巧萍仍

歷歷在目。「因『耍牙』用的材料是豬
牙，非常鋒利，那時候嘴巴、牙齦、腮幫
都被磨出了血，水也不能喝，飯也不能
吃，每天吊兩瓶鹽水，還得堅持練，體重
一下子由原來的108斤降到96斤。」
薛巧萍記得，當時與她同學的還有7
個女孩，最後都忍受不住一個個陸續放
棄了。
但薛巧萍腦海中總浮現出前輩說的一

句話：「牙練萬次出一功」。為了更靈
活地運用口中的獠牙，除了吃飯、睡
覺，薛巧萍都將獠牙含在嘴裡，直至練
到吐字清晰為止。
十餘年的歷練和堅持，讓獠牙「成

了」薛巧萍的另外一副牙齒。如今，
薛巧萍已熟練掌握同時耍 10顆牙的
技巧，這已達到「耍牙」目前的最高
水平。
「『耍牙』傳到我們這一輩，我們就
有義務把它傳承下去，而且還要發揚光
大，不能讓老祖宗的絕活在我們手裡消
失了。」薛巧萍說。

如今，隨着非遺保護熱的不斷升溫，
該項瀕臨失傳的絕藝也有了更多新生代
傳人。
2013年，寧海開辦平調傳承班，招收

了17位專業學習平調的年輕學員，其
中有6位學員專門學習「耍牙」。經過
三四年的學習，薛巧萍的師弟們如今已
能登台耍8顆牙了。

浙女口藏十獠牙浙女口藏十獠牙
誓傳承誓傳承「「 」」絕技絕技

由西藏自治區旅遊發展委員會主辦的西
藏首屆旅遊大使評選前日在西藏拉薩落下
帷幕，來自那曲市的西熱扎巴、嘎桑旺姆
和來自拉薩市的格桑央宗脫穎而出，成為
首批西藏官方旅遊大使。
當日，24名來自西藏7個地市的選手

進行了激烈而精彩的角逐。經過藏裝形
體展示、選手才藝展示、綜合素質展
示、旅遊知識搶答四個環節後，男選手
西熱扎巴最終奪冠，格桑央宗和嘎桑旺

姆分獲亞季軍。
此外，來自拉薩市的江措頓珠、林芝市

的宗巴、昌都市的四朗卓瑪、山南市的白
馬金珠、日喀則市的白馬拉珍、阿里地區
的米瑪、那曲市的米瑪次仁被選為七地市
旅遊大使。
此次西藏旅遊大使評選是西藏自治區第

一次不限性別的旅遊形象大使比賽。自9
月20日啟動以來，通過網絡投票、選手所
在地區旅發委推介的形式選拔。 ■新華社

西藏首批官方旅遊大使誕生

莫高窟啟「淡遊」 開放10特窟吸客

耍牙

沒有人山人海，沒有排隊等候，
經歷了今夏持續人流考驗的世界文
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昨日啟動秋冬
「淡遊」模式，票價實施半價優
惠，參觀內容在旺季8個洞窟的基
礎上增加4個洞窟。
據悉，冬春時節的莫高窟，遊
客參觀人數由旅遊旺季每天6,000
人降至2,000人以內，昨日起將分
段設定基本場次，場次間隔時段
由原來的15分鐘延長到 30至 60
分鐘。
同時，莫高窟還將開放收費特
窟。敦煌研究院稱，由於特級洞
窟在洞窟面積、保護現狀、研究
需要等客觀條件的限制，特窟僅
在淡季才對遊客開放。而被列為
特窟的洞窟，對於古代藝術、歷
史等方面的內容均有很高的研究
價值。

特窟多為唐北魏北涼時期
據了解，莫高窟開放的10個特窟
多為唐代、北魏、北涼時期的經典

洞窟，包括「最是那一低頭的溫
柔」——莫高窟最美的觀世音菩
薩；田園詩般的青綠山水畫與氣勢
恢宏的瓊樓玉宇，盡顯唐代描繪的
佛國極樂世界；花雨風飛、落英繽
紛的「十輪經變」與脫壁而出、滿

壁風動的靈動飛天。
四川遊客小蒲昨日通過微博表

示，當日莫高窟沒有旺季時漫長的
等候過程，不管是遊客還是導遊都
處於「最佳狀態」，是一次超值的
參觀體驗。 ■中新社

一位年輕軍人日前微笑
着走進湖北武漢中心醫院
血液科造血幹細胞採集
室，開啟一場橫跨千里的
生命救援。這份生命火種
將直飛香港，為一名香港
的血液病患者帶去生命的
希望，這也是武漢首例現
役軍官造血幹細胞與香港

患者配型成功並實現捐獻的案例。
「90後」年輕軍官周柯說：「一個患者的生命因為

我的這一點點奉獻將會得到挽救，很高興！」
據了解，周柯是2013年底在江蘇南京上軍校時，在

南京新街口街頭的捐血點加入中華骨髓庫。當時工作
人員知道他是軍人後，表示原則上不接受軍人，因為
軍人職業性特殊，流動性強，怕到時候找不到人。後
來在周柯再三要求下，工作人員抽取了周柯的血樣，
留下了QQ和微信及電子郵箱等諸多聯繫方式。周柯
怕自己以後換號，主動記下骨髓庫電話，告訴工作人
員換號碼會主動通知他們。6個月後，中華骨髓庫打
來電話再次確認周柯是否加入，周柯毫不猶豫地說：
「我自願加入中華骨髓庫」。 ■《武漢晚報》

■西熱扎巴獲得「首
屆西藏旅遊大使評
選」冠軍。網上圖片

■遊客在敦煌莫高
窟參觀九層樓。

資料圖片

■薛巧萍表演的「耍牙」與川劇「變
臉」相齊名，並稱為「西臉東牙」。

網上圖片

■■薛巧萍口藏薛巧萍口藏
十獠牙十獠牙，，邊唱邊唱
邊演邊演，，表演出表演出
神入化神入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8080後後」」姑娘薛巧萍表演姑娘薛巧萍表演
「「耍牙耍牙」」絕技絕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父親專程趕來鼓勵周
柯(左)。 網上圖片

「90後」軍官捐髓 千里救港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