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五年前台

中「藍天變綠地」，民進黨林佳龍打敗當

時的中國國民黨籍市長胡志強上位。今年

縣市長選舉，台中市是國民黨志在翻盤的

重要一役。目前，國民黨籍「立委」盧秀

燕與江啟臣先後表態參選台中市長，實力

在伯仲之間，國民黨內部民意調查也在誤

差範圍內。為避免影響後續整合，國民黨

希望盡量協調，不要初選，前期就能產生

「唯一支持」的人選。

A12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譚月兒/王嘉程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江蘇台企500強出爐 25家營收逾百億

拚台中變藍天 國民黨盼協調
兩參選人實力伯仲 最後或採全民調決定

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哲華
表示，盧秀燕與江啟臣都希望不經初

選、透過其他公正方式決定提名人選。兩人
目前實力相當、平分秋色，希望兩人再努力，
分出高下後，目標農曆年前決定提名人選。

盧秀燕曾助胡志強競選
盧秀燕曾任媒體記者、主播，當過議員，
1999年選「立委」後，至今已6連霸，問政
近20年，基層實力雄厚，具高知名度，且

嫺熟媒體。盧秀燕兩次擔任前台中市長胡志
強競選總幹事，被外界視為胡志強接班人。
雖然盧秀燕深耕基層，但不願具名的國民

黨輔選幹部坦言，原台中縣區與原台中市區
人口約6比4，盧秀燕票源以原市區為主，
以胡志強2010年競選連任時，在原縣區輸
對手蘇嘉全1.2萬票，2014年原縣區大輸對
手林佳龍15萬票，拓展原縣區票源對盧秀
燕是關鍵。
打着「台灣地區將啟程」、「啟動更好新

台中」等口號的江啟臣2010年2月獲延攬出
任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新聞局長，在政壇嶄露
頭角，2011年5月卸下公職回鄉參選，2012
年當選「立委」，2016年順利連任。

江啟臣被視為明日之星
江啟臣的堂叔是前台灣地區安全會議副秘

書長江春男、岳父是前國民黨籍「立委」劉
盛良，雖然從政資歷、知名度不如盧秀燕，
但6年級前段班的他，形象清新、學經歷完

整、口才便給，被視為國民黨明日之星。
來自豐原的江啟臣具原縣區在地優勢，但

對原市區的經營沒盧秀燕深，在地知名度略
低於盧秀燕，因此，江啟臣近來直搗原市
區，積極舉辦問政說明會，到市場拜票，爭
取支持。
國民黨輔選幹部表示，如果盧秀燕、江啟

臣協調不成，採全民調決定人選，因家用電
話接聽者以年長族群居多，對知名度較低的
江啟臣恐怕不利。

國民黨中央針對盧秀燕與江啟臣作過多次
民調，隨新聞事件與議題不同，民調數字起
起伏伏，但都在誤差範圍內。
國民黨黨務人士表示，盧秀燕與江啟臣實

力在伯仲之間，取捨困難，黨中央希望盡量
不要初選，以協調方式產生候選人，以免傷
了雙方陣營和氣，影響後續整合。會讓兩人
再衝刺一段時間，看能否拉開差距，以利協
調。如果最後仍無法協調，就採初選全民調
方式決定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中市
長林佳龍認為自己三年來政績頗佳，
2018年不光要爭取連任，打破「民進黨
縣市長在『中台灣』無法連任」魔咒，
還要帶動氣勢助攻議員選戰。
「十年磨一劍」，2014年選舉中林佳

龍勝出胡志強21萬票，勝選主因被認為
是在台中蹲點10年經營基層。林佳龍在
就職滿3周年前夕，在自己的社群網站臉
書（facebook）自信寫下：「回頭看，台
中已經改變，正在崛起，準備領航台灣
地區。」
由於民進黨所作民調，林佳龍都領先

於中國國民黨內競爭對手，因此民進黨
內輔選團隊對林佳龍連任抱持樂觀，認
為按照目前林佳龍的施政情況，選情呈
現「一面倒」，對林佳龍有利。
因此，民進黨在台中定下的目標是除

了市長連任，連同市議會議長也要一併
拿下，在台中實現「完全執政」。

林佳龍拚連任
破綠「中台灣魔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
地區中南部空氣污染嚴重，教育、學
生、婦女團體等紛紛呼籲在中小學教
室內裝設空氣淨化器，將中小學教室
納入相關法規監管範圍。目前台
中、高雄已有多所中小學裝設空氣
淨化器，保護學生健康。
台中市婦女組織、台中市親子共學團

等團體近日多次走上街頭，要求在空污
重災區教室裝設空氣淨化器。目前已確
定由台灣電力有限公司所屬的台中火力

發電廠承擔裝機費用。台電方面表示，
台中火力發電廠附近龍井區11所中小
學校均已提出申請。
在南部的高雄市，當地教育產業工會
前日舉行記者會，抨擊台當局環保部門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執法疏失，應
將中小學教室納入監管，並在教室盡快
安裝空氣淨化器。
高雄市教育部門表示，目前在業者捐
贈下，空污重災區已有9所小學裝設了
119台空氣淨化器。

中南部空污嚴重 團體籲中小學設淨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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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江
蘇台資企業500強排名出爐，金仁寶集團旗
下的仁寶資訊和仁寶信息、鴻海科技集團旗
下的富譽電子分獲營收前三位，其中仁寶資
訊成榜上唯一一家營收逾千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企業，營收逾百億元以上的企業則有25家。
江蘇是兩岸經貿往來最密切的地區之一，
尤其是近年來，台商投資、兩地貿易等各項
指標繼續在大陸保持領先地位，此次榜單也明
確江蘇台企整體發展再上新台階。

上榜企業營收規模升近兩成
上一份江蘇台企500強榜單是2014年。根

據此次榜單，從企業數據上看，上榜企業營
收規模合計約15,425億元，較2014年榜單
數據增長 19.61%；企業淨值約合3,457 億
元，比2014年升28.32%；第500名排名取決
點為30,876萬元，較2014年榜單的25,648萬
元，增幅約20.38%，提高了台資企業入榜的
門檻。

從企業營收規模來看，營收超過100億元
以上企業有25家，其中，仁寶資訊工業有限
公司以年營業收入超過1,280億元領先；營收超
過10億元和5億元以上企業分別有231家、391
家，較2014年均有明顯上升。
在企業資產規模方面，500強榜單企業資

產總規模約7,007億元，較2014年數據增幅
達22.39%，其中名碩電腦有限公司以132億
元成資產總額最大台企，南亞電子和健鼎電
子分列亞季，均達百億元以上規模。

日前，當平昌冬奧會的聖火傳遞到韓國浦項時，
一位特殊的火炬手吸引了人們的目光。他就是來自
中國四川的「倒立男孩」顏玉宏。在還沒滿1歲的
時候，顏玉宏就因小兒麻痹症，下半身失去知覺。
意志堅強的他不但以「倒立」的方式獨自上下學，
還參加了專業游泳訓練，在省殘運會上斬獲多枚獎
牌。

「倒立」上學引關注
2012年，一個小男孩倒立着走路上學的照片引
來無數關注，他就是當時才10歲的顏玉宏。
剛就讀小學時，每天上學放學，奶奶都要背着顏
玉宏。由於擔心奶奶太累，下半身癱瘓的小玉宏便
想方設法自己走，最後選擇了用雙手「行走」。地
面粗糙，他便用鞋子套在手上；累了摔倒、滿身泥
水，他亦從不叫苦。
媒體報道了這樣一個堅強的小男孩後，許多人開
始關注小玉宏。不少愛心人士向他進行了捐贈，還
有人為他買了電動輪椅方便其出行。
據悉，屏山縣委在得知情況後立即作出批示，要

解決顏玉宏家門前一段200米的泥土路。當地國土
部門也因此進行了相應規劃。

盼參加2022年
北京冬奧

2014年3月，顏玉
宏首次參加了殘運會
游泳集訓。作為「旱
鴨子」，怕水的顏玉
宏剛進訓練營時連游
2米都費勁，但他不
曾放棄，並逐漸展現
出了自己的游泳天
賦。在同年的四川省
殘運會上，剛接受專
業訓練不久的他就表
現驚艷，一舉斬獲了
3個項目的獎牌。
「游泳鍛煉了我的

耐力和毅力，讓我不
懼任何困難。」在經歷了賽場拚搏後，顏玉宏說。
如今已成為冬奧會火炬手的他又有了新期望，

「我希望能夠參與2022年北京冬奧會，在自己的
祖國傳遞奧運聖火。」 ■澎湃新聞

這座頗具特色的博物館，擺放着從居
民家中徵集來的各種不同年代的老

上海物件及生活用品，通過展板、照片
以及實物等形式，展示海派弄堂文化和
關於「老上海」生活的集體記憶。
蝴蝶牌縫紉機、老大房八仙盒、上海

益民食品廠雜錦餅乾鐵皮盒、BB機、各
式糧票和乘車月票……極具年代感的展
品勾起上海市民濃濃的「懷舊感」。
始建於1911年的西王小區是一處具有百

年歷史的英式安妮女王風格建築群，被列為
上海市優秀歷史保護建築。如今，這裡12
幢花園里弄仍保存完好，弄堂博物館清水紅
磚的外牆風格體現出小區的歷史風貌。
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說，正在展出的

是最初收集到的一些展品，今後每個月
還會根據不同的主題更新不同的內容。

傳承城市歷史文脈
新近公佈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7-2035年）》明確，上海將建設國
際文化大都市、「更有魅力、更有活
力、更有溫度的人文之城」。
學界認為，對城市歷史文脈和城市文

化特色的傳承發揚，是弘揚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的關鍵着力點。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看來，

社區是城市文化的基礎，凝結着一個地
區居民的共同記憶。
「弄堂」（也稱「里弄」），是有別於

街面房子胡同的通稱。上世紀中葉，上海
里弄式住宅的數量曾居全國之首。但上世
紀90年代後，上海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建和
開發，大片弄堂隨着房屋的拆除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幢幢高樓，人們的生活也隨
之發生變化。弄堂博物館恰是一種從微觀
上留住城市記憶的好嘗試。
西王花園弄堂博物館所在的上海市靜

安區，歷史建築眾多，文化遺存豐厚。
根據靜安區的規劃，西王花園弄堂博物
館只是街道建設「博物館群」的試點之
一。今後還將依託區內的阮玲玉故居、
張愛玲故居等老建築資源和文化名人效
應，在條件成熟時把它們建設成文化展
館，供民眾參觀。

滬弄堂博館懷舊風
留存「老上海」記憶距離上海商業中心南京距離上海商業中心南京

西路僅百餘米的西王小區西路僅百餘米的西王小區

弄口弄口，，開出了上海首家弄開出了上海首家弄

堂博物館堂博物館——西王花園弄堂西王花園弄堂

博物館博物館。。開館僅開館僅33天天，，就引就引

來眾多市民到此追憶過往來眾多市民到此追憶過往

「「芳華芳華」。」。 ■■中新社中新社

昨日，第七屆鏡泊湖冬捕節開幕式
暨鏡泊湖首屆國際雪雕大賽頒獎儀式
在已冰封數日的鏡泊湖冰面上舉行。
滿族傳統秧歌表演、大網拉魚表演等
各種精彩活動，吸引了數以千計的遊
人慕名而來。
一年一度的鏡泊湖冬捕節「祭湖醒

網」儀式，是薩滿文化原始自然崇拜
祭禮中最古老的祭祀，主要祭祀江河
湖泊眾神。「祭湖」是對湖神祭祀，
「醒網」是對漁網祭祀，表達了人們
祈盼張網下湖、順暢平安的願望。

此次冬捕節開幕式一網共捕到鮮魚
約18萬斤，其中最重的頭魚重達40
斤。同時也延續了上屆的「頭魚放
生」儀式，魚把頭將網內最大的頭魚
由放生口重新放歸冰湖，感恩大自然
對人類的饋贈，這是對真正薩滿漁獵
文化內涵的遵循和傳承。
據了解，鏡泊湖冬捕活動將持續到

二月份。同時，今冬牡丹江市亦打造
了多條冬季精品旅遊線路讓遊客盡情
與雪同樂。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 牡丹江報道

佔地15公頃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的
各個廳、會議室、過廳都有地氈，其
中面積最大的一塊足足有3噸多重，
當年動用了上百人才扛進去。
人民大會堂是黨政機關會見外

賓、舉辦重大會議的場所之一。根
據微信公眾號「西交民巷23號」的
介紹，大會堂的迎賓廳一般是領導

人在宴會前歡迎貴賓或與來賓合影
留念的地方。當年為營造宏偉壯
觀、熱烈迎賓的整體氣氛，特地訂
製一塊長23米、寬 16米的藝術地
氈，由天津製造。然而3噸多重的
地氈如何從天津運到北京，令人傷
透腦筋。
報道稱，運送時，出動了3部吊車

才放置到運輸車上，後在警察護送
下，經10個小時夜行，地氈終於安全
到達人民大會堂北門外。為了避免傷
人事故發生，當時通過統一指揮，組
織警衛官兵、清潔工人和服務人員一
百餘人繩綑扁擔抬、喊號子同步邁
進，終於安全地將巨大地氈放進了迎
賓廳。 ■澎湃新聞

人民大會堂最大地氈超3噸 天津製造百人抬入

黑龍江鏡泊湖啟冬捕 首網十八萬斤

■「倒立男孩」顏玉宏參
與平昌冬奧會聖火傳遞。

網上圖片

川川「「倒立倒立」」男孩傳遞韓平昌冬奧火炬男孩傳遞韓平昌冬奧火炬

■上海首個弄
堂博物館，展
示海派弄堂文
化和關於「老
上海」生活的
集體記憶。

網上圖片

■弄堂博物
館清水紅磚
的外牆風格
體現出西王
小區的歷史
風貌。
網上圖片

■冬捕節開幕式一網共捕到鮮魚約18
萬斤，其中最重的頭魚重達40斤。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攝

■■市民在館內參觀市民在館內參觀。。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