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裴軍運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
主任劉結一昨日在兩岸智能裝備製
造鄭州論壇致辭時表示，大陸與台
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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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結一：祖國統一是人心所向
出席鄭州論壇 回應軍演是捍衛主權行動

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開幕
式結束後被問及大陸明日在台灣海峽
展開實彈軍事演習，劉結一指出：
「我們舉行軍演是為了捍衛我們祖國
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行動。」
2018 兩
昨日，由兩岸企業家峰會主辦的
岸智能裝備製造鄭州論壇在河南鄭州

開幕，以「智能裝備製造鏈接兩岸引領未
來」為主題，邀請兩岸企業家共商智能裝
備製造合作大計、共謀發展之道。劉結一
認為，此次論壇與 31 條措施高度契合，希
望兩岸企業界順勢而上，加強合作，共同
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劃，推動製
造業不斷邁向高端。兩岸企業家峰會大陸
方面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兩
岸企業家峰會大陸方面副理事長、全國人
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盛華仁，兩岸企業家
峰會台灣方面理事長蕭萬長、副理事長江
丙坤等出席論壇開幕式。
劉結一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兩岸企
業家峰會成立五年來，在雙方理事長、副

理事長帶領下，秉持「深化兩岸產業融
合、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宗旨，充
分發揮峰會作為兩岸之間最重要的企業交
流合作民間平台優勢，為兩岸產業合作牽
線搭橋，為促進兩岸優勢產業發展出謀劃
策，取得了豐碩合作成果，贏得了兩岸業
界信賴和尊重，也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作出積極貢獻。峰會走過的歷程，也是
三十多年來兩岸經濟合作的縮影。

台胞把握機遇順勢而為
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
式上，發表題為「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
發展的世界」主旨演講時，宣佈大陸將在
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
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
口等四個方面推出重大舉措，並盡快付諸
實施。劉結一說，這些重大舉措將為廣大

台資企業和台灣同胞提供更好發展機遇和
更大發展空間，為兩岸業者和民眾帶來更
多利益和福祉。廣大台資企業和台灣同胞
把握機遇，順勢而為，就一定有更加廣闊
的發展前景。

兩岸關係更趨複雜嚴峻
劉結一表示，當前兩岸關係更趨複雜嚴
峻，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縱
容「去中國化」、「漸進台獨」，阻撓干
擾兩岸交流合作，個別人肆意鼓吹「台
獨」，這些不僅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也損害廣大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希望各
位台灣朋友同我們一道，堅持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任
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共同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昨日，2018 兩岸智能裝備製造鄭州論壇在鄭州開幕。劉結一（左二）在論壇致辭時表
程，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示，大陸與台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中新社

台灣媽媽助聽障少年自立逐夢
位於北京遠郊的彩
虹天使咖啡屋近日迎
&
來「一周歲生日」。
這裡提供的烘焙點
心，是 30 多位聽障少年與咖啡屋創始人李
紹嬅手工製作的。數年前，李紹嬅與同為
金融從業者的丈夫一起自台灣來到北京發
展，為照顧家庭，她成為全職媽媽。2016
年初的一次公益表演中，她與天雲聾兒康
復中心校長全貴雲相識，應邀擔任這家機
構的表演指導。
當年 10 月從海淀區遷至通州區，康復中
心遭遇經營困境，李紹嬅與全貴雲商議，
在校內開設咖啡屋，收入可補貼辦學，也
傳授聽障少年一技之長。2017 年 3 月，彩

虹天使咖啡屋開業，不久後開設網店。
初始階段，李紹嬅寫的企劃書沒能吸引
資金支持，依靠每月 3,000 多元（人民幣，
下同，約合港幣 3,750 元）的個人投入來支
撐，舉步維艱。如今，咖啡屋一個月營業
額已增至 2 萬多元（約合港幣 2.5 萬元），
2017 年收入總計 22 萬元（約合港幣 27.5
萬元），其中四分之一作為獎勵金發放到
參與製作點心的十多位少年手中。

雙手掙錢有尊嚴
一年前，李紹嬅問聽障少年「人生有什
麼心願」，幾乎所有人都低着頭，「他們
不敢有心願、有夢想，看不清前面的
路。」現在，咖啡屋的年輕人越來越願意

和外界溝通，收入不高，卻讓他們看到了
自身價值。
「最近，有一位在咖啡屋打工的 20 多歲
男孩跟我講，現在真的相信會有女生喜歡
自己。」李紹嬅希望聽障孩子一樣能享受
常人的幸福，有尊嚴地用雙手掙錢，完成
曾經不敢奢求的夢想。
她認為，相對於提供一個簡單崗位，聽
障少年更需要內心陪伴以及讓他們感到舒
適的工作場所。彩虹天使咖啡屋是針對聽
障青少年的孵化機構，下一階段將爭取形
成品牌，以「終身教育、終身照顧」理
念，讓「彩虹天使」成為孩子們穩定的收
入來源。
■中新社

台菁英人才願離島工作
外派地點首選大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
104 人力銀行數據庫分析，今年畢業且在
104 填有履歷的台灣新人中，有 3,500 多
人希望在台島以外工作，其中逾五成具
碩博士學歷，外派地點以大陸為首選。
據報道，若按學校分析，28%有意到台
島以外工作的新人來自「台政清交成」
五大名校，依序是：台大 7.7%、成大
6.4% 、 交 大 4.9% 、 政 大 4.4% 、 清 大
4.4%。
五大名校按科系分析，有 34%來自工
程、32%來自商管。至於五大名校畢業生
心向島外的地區，仍以大陸為主（以上

教書育人被譽「十項全能
十項全能」
」
依靠着獨臂攝影的絕技，徐陸軍為杭州富陽松溪小學的學生們拍下了數千張
照片。再過兩個月，六年級二班的 39 位學生就要畢業了，作為班主任的徐陸軍
正在為他們準備一份特殊的禮物，「我打算把這些照片做成 PPT，在畢業典禮
上送給孩子們，讓他們看到自己 6年來的變化與成長。」

缺少了一隻手的他已經數不清這
是第幾次送走畢業生了。從村

小到新登鎮松溪小學，他在自己的
家鄉做了 24 年的代課老師，以教室
為船，以獨臂為槳，在歲月長河
中，擺渡着一批又一批學生。在學
生心目中，他是「十項全能」。
今年 48 歲的徐陸軍是富陽新登鎮
清泉村人。1987 年，17 歲的徐陸軍
在村裡的磚瓦廠工作，一場突如其
來的意外，讓他永遠失去了右
手——調試機器時，他的手被捲了
進去，導致右手高位截肢。

拍照記錄孩子成長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家裡休
養，因為空閒時間多，也讀了很多
書。」徐陸軍回憶說，那段時間自
己讀了七八百本書，印象最深刻的
是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可能

■ 徐陸軍老師
在上數學課。
在上數學課
。
網上圖片

■《錢江晚報》

因為命運有點相似，很有共鳴，這
篇文章很打動我，也對我產生了比
較大的影響，對命運的殘缺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
1994 年上半年，徐陸軍進入昌東
完全小學，成為一名代課教師。這
是他教師生涯的開端，也是走出傷
殘陰影、與命運抗爭的契機。
「起初教語文，後來因為學校的
需要，改為科學和數學。」徐陸軍
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各種困難，「尤
其是幾何作圖的時候不太方便，需
要孩子們幫忙。」
2012 年，昌東完全小學被撤併入
松溪小學，徐陸軍也轉入松溪小學
擔任數學代課教師。六年級二班教
室內外的牆上，能看到不少孩子們
的精彩照片，有他們在運動會上的
英姿，有他們在窗邊翹首企盼的背
影，也有他們在戶外踏青賞春的笑

臉……「班上學生的照片，我已經
拍了幾千張。」徐陸軍說。

象棋比賽榜上有名
2012 年，徐陸軍創辦了一個象棋
社團，從無到有，社團現在已經有
35 名 學 生 ， 在 各 類 比 賽 中 榜 上 有
名。去年 6 月，在富陽區青少年兒童
三棋賽上，這個鄉村小學一舉奪得
象棋第二名。
徐陸軍一直保留着愛讀書的習
慣，並孜孜不倦帶着孩子們一起讀
書。他在班裡開設了圖書角，自費
為孩子們買書，從兒童文學、名著
縮寫版到歷史、科普書，時不時更
新，並向孩子們推薦讀物。
在學生眼裡，徐陸軍還是半個植物
專家。課餘時間，他帶着學生們一起
種花。前幾天，他還帶着三四名學生
完成人工授粉，嘗試雜交出新品種。

■ 徐陸軍老師
指導學生下象
棋。 網上圖片

孔子故里擬建中國首座教師博物館

獨臂教師堅守講台
獨臂教師堅守講
台24年

海佔比最高），其次是美加地區，再次
是東南亞（以新加坡佔比最高）。
104 人力銀行資深副總陳嵩榮分析，已
開始找工作的「早鳥新鮮人」，普遍集
中於公立大學，隨着畢業求職旺季來
臨，畢業生島外工作意向將更完整而清
楚；趨勢上，若菁英人才蜂擁到島外，
而島外專業人才引進數量不足，可能加
深企業人才短缺壓力，影響世代交替。
陳嵩榮也表示，島外工作常見誘因不
外乎見多識廣、累積人脈網絡、薪資較
佳、轉職面試機會多，薪資及職級提升
的前景高。

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將在未來兩到三年
時間內建設中國首座教師博物館。日
前，這座規劃中的博物館正式向公眾展
示了設計理念，並向海內外徵集文物。
曲阜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戚萬學說，曲
阜是中國教育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2,500 多年前，孔子在此設壇講學，開
創了中國教育傳承的新紀元。中國首座
教師博物館擬建於曲阜師範大學西校
區，目前建築規劃方案已設計完畢。
根據規劃方案，博物館將參照明清建
築風格設計，為「一體兩翼」仿古建
築，佔地 60 餘畝、建築面積 2 萬平方
米，預計投資 2 億元人民幣（約合港幣
2.5 億元），包括主展館、名師堂、孔
子館、教育禮儀展館等。
為推動首座教師博物館建設，教育部
教師工作司已發佈了支持博物館開展文
物資料徵集的通知，主要徵集記載古
代、近現代以及當代的中華（含港、
澳、台地區）教師活動的文字、圖表、
照片、影視、實物等文物資料。
目前，博物館已收到韓國儒教文化博
物館捐贈的清代《孔子聖跡圖》。曲阜
師範大學 83 歲的教授駱承烈擁有吉尼
斯世界紀錄「收藏孔子像最多的人」，
他捐贈出 2,700 多件孔子像章、雕塑、
畫像等。
戚萬學說，博物館還將重視科技建
館，利用現代技術增強互動體驗感，立
體展現中國歷代名師名家風采，描繪教
師職業、身份的變遷史，講好感人至深
的教師故事、教師品格。
■新華社

湖南無人豆腐攤 三年沒差一分錢
■ 市民自主
購買豆腐。
購買豆腐
。
香港文匯報
湖南傳真
一個簡易木架、幾板豆腐、一個紅色
塑料袋，這是位於湖南懷化市坨院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旁一個豆腐攤的全部家
當。與普通攤點不同，這裡沒有攤主照
料，顧客自己拿豆腐、給錢、找零。
昨日，記者在坨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旁，見到了這個無人售賣豆腐攤。掀起

豆腐盒上的白紗布，木盒子裡擺滿了分
割好的大小相同的豆腐塊，木架旁掛着
個紅色塑料袋。相比周圍熙熙攘攘的商
舖，這個小攤顯得有點另類。
一位中年婦女在小攤前停了下來，她
從錢包裡掏出 2 元紙幣，投入面前的塑
料袋中，然後掀開桌面上的白紗布，從
木盒子裡隨手取了一塊豆腐放進食品袋
中，轉身準備離去。
「看你這麼熟練，是不是經常在這裡
買豆腐？」香港文匯報記者詢問道。
「這裡的豆腐吃着放心。唐光長信任我
們，我們肯定也要講誠信。」她樂呵呵

地說，自己就住在對面的小區，剛開始
覺得有點彆扭，幾年過去了，已習以為
常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來
此購買豆腐的顧客還不少，看貨、付
款、取貨，購買過程均由顧客自主、自
覺完成。

誠信做生意 質量獲認可
記者聯繫上了這個無人豆腐攤攤主唐
光長。在作坊裡，唐光長和妻子正忙着
裝貨，準備將豆腐運出。唐光長說，他
從 1990 年開的豆製品店，按照傳統工藝
製作豆腐，服務中心旁的這個攤點生意

一直不錯。「做生意，應該以誠為本，
不能做黑心生意。」唐光長說。
2015 年初，隨着生意越做越大，事情
太多，他一大早將豆腐擺放在服務中心旁
的這個攤點上，再掛上一個裝錢幣的塑料
袋，就去忙別的事情了，直到上午 11 時
多再去收攤。「我誠信做生意，豆腐質量
得到了附近居民的認可。你對我放心，我
對你也就信任了。」唐光長說。
靠着誠信經營，3年多來，唐光長這個
攤點每天銷售額平均有 160 元左右，每
次算賬都分文不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傳 統 魚 卡
4月16日，雄安新區安新縣邸莊村的村民邸
老亮正在家中製作魚卡。今年 75 歲的邸老亮
製作魚卡已經 60 多年了。魚卡是用竹子做的
小機關，把卡頭的兩端捏在一起，套上草箍，
草箍裡嵌上魚餌，魚兒在吞食魚餌時咬斷草
箍，卡頭迅速彈直，魚嘴就被卡住。據了解，
如今白洋淀製作卡頭的人已經寥寥無幾，這門
傳統的捕魚手藝即將消失。圖為邸老亮演示如
何用魚卡捕魚。
■ 圖/文：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