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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風箏愛好者

鳶都放飛中國夢
第35屆濰坊國際風箏會昨日上午在世界風箏之都山東濰坊開幕，來自香港的陳健泉夫婦帶來了
一隻以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組成的小風箏為龍頭、53顆星星相連的100米長的風箏，十分引人
矚目。該會有來自波蘭、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等地的89支風箏隊，和來自內地的82支風箏代表
隊一起放飛風箏，濰坊濱海上空成了風箏的海洋。
健泉告訴記者：「
：「每一隻風箏都是
每一隻風箏都是
陳健泉告訴記者
愛好者們的用心之作，
愛好者們的用心之作
，都滿含自己

的情義。我這次帶來的五顏六色的
的情義。
我這次帶來的五顏六色的『
『星
星』，
』，象徵我們國家的多姿多彩
象徵我們國家的多姿多彩，
，繁榮
昌盛。
昌盛
。我愛香港
我愛香港，
，我愛中國
我愛中國！
！國旗和區
旗為龍頭，
旗為龍頭
，想要表達的是香港和內地心
連心，
連心
，攜手共進
攜手共進，
，共創中國夢
共創中國夢。」
。」

見證內地發展 藉風箏表愛國心
據陳健泉介紹，
據陳健泉介紹
，自從 30 年前第一次來
到濰坊，他已經參加了十餘屆風箏會
到濰坊，
他已經參加了十餘屆風箏會，
，
親眼目睹了內地的發展變化，
親眼目睹了內地的發展變化
，作為一個
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
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
。
濰坊是風箏的發祥地，
濰坊是風箏的發祥地
，濰坊風箏分為
軟翅風箏、
軟翅風箏
、硬翅風箏
硬翅風箏、
、串式風箏
串式風箏、
、板子
風箏、
風箏
、立體風箏
立體風箏、
、動態風箏等
動態風箏等。
。隨着國
際風箏交流的逐漸頻繁，
際風箏交流的逐漸頻繁
，風箏這一古老
的漢族民間藝術，
的漢族民間藝術
， 在新形勢下蓬勃發
展，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品
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品。
。濰坊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山東報道

國際風箏會從 1984 年至今
年至今，
，已成功舉辦
34 屆。
34屆

■ 濰坊國際風箏會成為當地
風箏愛好者盛大的節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自小懷藍天夢 傳統技藝帶回港
陳健泉從小跟父親一起製作風箏，父
陳健泉從小跟父親一起製作風箏，
親告訴他，
親告訴他
，蝴蝶風箏只是中國風箏中最
簡單最普通的一種，
簡單最普通的一種
， 內地還有很多蜈
蚣、龍頭等大型風箏
龍頭等大型風箏。
。
30 年前
年前，
，還是個毛頭小子的陳健泉來
到濰坊。
到濰坊
。親眼目睹了父親口中的大風箏
後欣喜若狂。
後欣喜若狂
。年輕的陳健泉決定跟隨製
作風箏的老師傅們學習，
作風箏的老師傅們學習
，想要把最好的
製作技藝帶回香港。
製作技藝帶回香港
。
學習過程中，
學習過程中
，精妙的傳統製作工藝讓
陳健泉如癡如醉，
陳健泉如癡如醉
，他製作的五環立體風
箏現已成為當地風箏博物館收藏品。
箏現已成為當地風箏博物館收藏品
。
回到香港後，
回到香港後
，陳健泉組建了香港天空
風箏學會，
風箏學會
，教授學生們製作風箏
教授學生們製作風箏，
，參加
表演和比賽。
表演和比賽
。

南航CZ3526航班上的一名
4 歲男童突發左手橈骨頭半脫
位，同乘護士王雨（化名）
主動協助，並電話視頻向擔
任外科醫生的丈夫求助，最
終化危為安。男童母親朱慧
日前寫信到王雨所在醫院表
示感謝，但王雨為人低調，
■ 熱心護士當時無留下聯繫
不願受訪，惟表示「救人是
方式，幼童家長多方打聽才
天職，這是件很小的事」。
將感謝信寄達。 網上圖片
朱慧一家3月10日乘坐南航
CZ3526從上海前往廣州，再轉機到新西蘭，但4歲幼子一直
說左手無法動彈。飛機即將起飛，如果飛抵廣州後再就醫，
很可能錯過其後飛往新西蘭的航班，只能求助乘務員。

■ 陳健泉展示中國國旗和香
港特區區旗組成的小風箏。
港特區區旗組成的小風箏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全球極危青頭潛鴨 留戀江西鄱陽湖

多畝，保護區範圍東西長 73 公里，南北寬 59 公
里。據當地人介紹，水稻在梯田裡的生長的日
子，是梯田最美的時光。尚未插下秧的梯田蓄滿
自山頂向山下的泉水，明澈如鏡；插過秧後的梯
田接收着太陽拔節孕穗的信號，蒼翠欲滴；九月
底，梯田承接着秋風祈求豐收的喃語，稻浪起
伏。3 萬餘畝梯田的稻穀陸續成熟時，層層疊疊
地鑲嵌在梯田上，令人驚歎大自然造化之奇妙。 ■ 福建尤溪聯合梯田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江西報道 隅。
資料圖片

江西余干縣動植物保護人員近日在鄱陽湖巡
護時拍攝到110多隻青頭潛鴨。
目前全球數量僅存約 500 多隻青頭潛鴨，已
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國際瀕危物種紅
色名錄中定為「極危」。
據了解，青頭潛鴨是雁形目鴨科潛鴨屬的鳥
類，堪稱環境質量好壞的指示物種。
每年 10 月中旬，青頭潛鴨從西伯利亞、中國
東北等寒冷地區飛往鄱陽湖越冬，3 月中旬即

將給予海內外雙創團隊高達千萬元資助

戰」不斷升級。遼寧日前宣佈啟動實施重大人才工程「興遼英才計劃」，

記者從遼寧省新聞辦組織召開的新聞
發佈會上獲悉，今年 3 月遼寧省印

發了《遼寧省人才服務全面振興三年行

並規劃在三年內用創新政策解決人才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投入真金白銀引 動計劃（2018-2020 年）》。趙建華在
入高層次人才，將給予海內外雙創團隊 100 萬元至最高 1,000 萬元（人民 發佈會上透露了該文件出台的相關細
幣，下同）的項目資助。遼寧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人才工作領導小組辦
公室主任趙建華表示，如此投入力度，「在遼寧前所未有。」

與俄烏等國加強合作
發佈會文件顯示，遼寧將突出高精尖
缺導向，對新培養引進的院士給予 500
萬元資助，對傑出人才給予 300 萬元資
助，對科技雙創領軍人才給予 100 萬元
資助，對青年人才給予50萬元資助。
特別是圍繞重點產業、重點工程、重
大項目需求，實施外國專家百人計劃，
給予每人 20 萬元資助，同時引進產業發
展 急 需 急 缺 外 國 人 才 3,000 人 次 。 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遼寧將加強與
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人才交流與合
作，支持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引進外
籍院士等人才、項目、智力，支持俄羅

逐步實現「誰用誰評價」
除全國多地已在推行的高校畢業生
「零門檻」落戶、「先落戶後就業」
等，遼寧還提出了涵蓋人才就業創業、
生活服務、金融需求等六個方面 12 條政
策。
放權鬆綁，是人才政策首務。為此，
遼寧將進一步擴大高校、公立醫院、科
研院所在招人、選人、用人方面的自主
權，根據行業制定職稱評價標準，逐步
實現「誰用人、誰評價」「幹什麼、評
什麼」「用什麼、評什麼」的評價環
境。

首家法治社區落地北京 掃碼即享「私人律師」

開啟社區治理新模式
據悉，樂土公益法律保障計劃將互聯網平
台和法律服務有機融合，讓社區居民能以最
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獲得法律支持，探
索創建居民有事找法、社區管理用法、公益
服務換法的社區治理新模式。

據介紹，北下關街道現有社區31 個，15 萬
餘居民，5.6 萬餘個家庭，社區居民群體多元
化。只有多層次、多領域、個性化的法律服
務體系，才能更好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
今次「法治北下關」項目是通過互聯網+
技術實現基層社區治理的一次重點創新。北
下關街道辦事處聯合北京市忠慧律師事務所
與樂土以公益形式，為社區每個家庭送去一
份為期一年的「法律保障」。此項目亦是對
「法律服務村居行」的有效補充，讓每個家
庭都能享受到標準化、精準化和便捷化的法
律服務。
樂土平台還會在北下關街道所轄社區全
面推廣「公益換服務」模式，居民只要願
意承諾為社區提供一定的公益服務，就可
■「法治社區 生活樂土」法治北下關項目日前在北京啟動。
以換取專業律師提供的更多公益法律支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逍 江西
報道）江西省九江市擁有 152 公里長
江岸線，是該省融入長江經濟帶的主
抓手、主陣地、主平台。江西省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和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省發改委副主任
李志剛在日前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江西今年將創建長江經濟帶九江綠色發展
示範區。
加快打造九江江海直達區域性航運中
心，繼續加快贛江、信江高等級航道和各
重點港口碼頭建設，着力形成相互協作發
展的一體化港航體系，優化整合航運資
源，提升現代航運服務功能，加快建設集
疏運體系，大力發展多式聯運和江海直達。

「疆電外送」惠及超2.5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
疆報道）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新疆
「疆電外送」電量已累計實現
1,506.6 億千瓦時，相當於外送標準
煤 4,821 萬噸，減排二氧化硫約 14.5 萬
噸。「疆電外送」範圍已經覆蓋北京、上
海、廣東等 16 個省市，惠及人口超 2.5
億。
作為中國五大綜合能源基地之一，新疆
資源條件優越。
今年，「淮東—皖南±1100 千伏特高
壓直流輸電工程」新疆段全線貫通，投運
後，每年可向東中部地區送電約 660 億千
瓦時，減少燃煤運輸3,024萬噸。

將建生態環境損賠制度
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法治社區、生活樂土」法治北下關項目 19
日在北京正式啟動，標誌着中國首家法制社
區落地。未來一年內，北京市海淀區北下關
街的居民只需掃碼註冊，就可擁有自己的私
人律師，不但能隨時隨地諮詢法律問題，還
有機會享受免費訴訟維權服務。主辦方表
示，還會將這種契合依法治國大背景的社區
治理新模式和普惠型法律服務保障計劃推向
全國。

將建九江綠色發展示範區

新－疆

■遼寧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遼寧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省人
才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趙建
華（右三
右三）
）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
遼寧啟動「
遼寧啟動
「 興遼英才計劃
興遼英才計劃」。
」。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節，釋放出遼寧求賢若渴、廣納天下英
才的強烈信號。

斯等外籍院士專家工作站和中俄（遼
寧）創新創業基地建設，經認定後給予
50萬元資助。
此外，在對人才的開放合作上，遼寧
提出合理流動的工作原則。對不願意改
變國籍、戶籍、外國永久居留權的國內
外高層次人才，給予戶籍居民同等待
遇。

飛回北方繁
殖。從去年 12
月份開始，鄱
陽湖水域監測
到青頭潛鴨最
多 的 時 候 為 ■ 青頭潛鴨
青頭潛鴨。
。 網上圖片
120 多 隻 ， 牠
們是否會繼續留在這裡生活，有待進一步的監
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江西報道

江－西

遼寧出台新政攬高層次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今年以來，全國多地「搶人大

其醫生丈夫遠程助診

王雨是廣東中山市小欖鎮人民醫院 ICU 護士長，當時正
在飛機上。她一聽到空姐廣播急需醫務人員，就立即表明
醫務身份，並到孩童身邊協助。
朱慧稱，後來才得知王雨的丈夫是一名外科醫生。「她立即
打電話，把該情況告訴了遠在中山的丈夫，對方隨即通過手機
視頻遠程診斷，基本確認孩子手臂橈骨頭半脫位。」朱慧說。
橈骨頭半脫位是小兒骨科常見疾病之一，通常因大人牽
着小孩走路，在其跌倒瞬間猛地拉住小孩的手導致；在抓
着小孩雙手轉圈等動作時也可引起。醫生立即通過視頻，
指導孩子家人完成了復位，此時，飛機正準備起飛，一家
人可以繼續旅程。
小欖鎮人民醫院工作人員表示，王雨護士長為人非常低
調，救助孩子後連聯繫方式都沒留下，沒想到醫院會收到
感謝信。
■澎湃新聞

南方稻作梯田榮膺全球農業遺產
近日，在第五次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際論壇
上，「中國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統」（江西崇義客
家梯田、廣西龍勝龍脊梯田、福建尤溪聯合梯田、
湖南新化紫鵲界梯田）正式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
化遺產，接受聯合國糧農組織現場授牌。
其中，崇義客家梯田已有八百多年歷史，是中
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古梯田群之一。其保護區面積
達 4 萬餘畝，綿延上堡、豐州、思順三個鄉鎮。
其中，上堡境內的客家梯田保護區面積就有 3 萬

幼童機上脫臼 同乘護士助復位

2018年4月22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蘇榕蓉 福
州報道）作為國家首個生態文明試驗
區，福建省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取得
了不俗的成績。福建發改委日前宣
佈，將建立福建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
度，並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
福建日前印發了《國家生態文明試驗
區第二批改革成果複製推廣實施方
案》。據福建省發改委介紹，《國家生
態文明試驗區(福建)實施方案》部署的
2016年至2018年三年38項重點改革任務
中，已有 35 項按要求形成改革成果，其
餘3項也可望在近期形成改革成果。
2018 年度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補償資
金增加到 13.36 億元人民幣，今後將逐年
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