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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二代雲南闖出一片天

金門直飛花蓮之旅
6 月 20 日首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金門包
機直飛花蓮之旅確定成行。金門縣政府昨
天表示，金門縣旅行公會集結 12 家旅行
社正式組成 PAK 團，與遠東航空合作，
將於 6 月 20 到 22 日辦理金門包機首航花
蓮3天2夜之旅。
縣政府觀光處發佈新聞稿表示，花蓮強
震重創當地觀光產業，金門縣議員周子傑
在臨時會中，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建請
縣府推動金門花蓮直航雙向包機旅遊，互
送客源帶動市場，促進兩地觀光發展」，
獲得議長洪麗萍，議員唐麗輝、洪鴻斌等
人連署支持。
觀光處立即與相關單位規劃研商，並由
金門縣旅行公會策動航空公司、花蓮地區
觀光業者共同推動雙向包機旅遊活動，盼
加強拓展金門旅遊客源，將金門觀光發展
觸角延伸到花蓮。
觀光處說，這次金門花蓮雙向包機首
航，預計採用 165 人座機型，6 月 20 到 22
日安排 3 天 2 夜行程，除集結金門鄉親一
起到花蓮踏青，也將從花蓮載送一架次旅
客到金門旅遊，達到雙向觀光經濟效益。

感歎大陸發展快 西進創業市場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四年前跟隨父親到雲南
昆明打拚的台灣青年謝竣宇，如今對自己的定位更加清
晰。他說：「父輩雖然給我創造了良好的基礎，但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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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對自己有更多期許，努力闖出屬於
自己的一片天地。」

30 歲，來自台灣新竹。他
謝竣宇今年
一度感到迷茫，不斷思索自己的人生

方向。他說，相比大陸，台灣市場太小。
2014 年 3 月，在大陸經營保健食品多年
的父親看中雲南良好的生態環境，打算到
昆明開拓市場。謝竣宇抱着嘗試的心態，
也想去探索一下人生的可能性。
然而，初來乍到的謝竣宇在奮鬥過程中
並非一帆風順。「創業路上，遇到不少坎
坷。」謝竣宇說，雖然父親在大陸多年，
但昆明的生意需要從頭開始。

發現新商機 與妻共創業
到了昆明，謝竣宇協助父親管理企業。
由於網絡發展迅速，微商很流行，謝竣宇

跟一些電商培訓老師交流後，開始在微信
朋友圈等平台銷售產品。漸漸地，他的線
上經銷商團隊發展到了上百人。
閒暇之餘，謝竣宇喜歡去健身房和參加
英語演說俱樂部，在俱樂部認識了現在的
妻子。「當時她在一家英語培訓學校就
職，因為看到留學培訓行業巨大的商機，
決定自己開辦外語培訓中心。」謝竣宇
說，經過兩年多磨煉，自己積累了企業運
營和風險管理經驗，去年初，他和妻子發
揮各自專長，開始創業。
一開始學生不多，謝竣宇和妻子白天租
用別人的場地，晚上就到父親的食品公司
上課。如今，他們擁有三個教學點，年培
訓學生近 600 人次，營業額 1,000 萬元（人

■謝竣宇認為大陸發展速度快，發展空間大，選擇在陸扎根創業。圖為今年 1 月在上海
同濟大學舉行的紫荊谷創新創業研習營，吸引眾多兩岸四地的青年學子參加。 資料圖片
民幣，下同）左右。
在謝竣宇看來，傳統食品製造業很難有
發展空間，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目前雲
南有 400 多個門店銷售我們公司的食品，
但年銷售額才 200 多萬元。」謝竣宇說，
培訓行業雖然競爭很激烈，可前景廣闊，
很多父母都願意在子女的學習上投資。

「31 條惠台措施」出台，讓他看到了更
大的發展空間。近兩個月來，他和妻子正籌
備開發一些線上課程，爭取為更多學員提供
優質學習內容。他表示，這幾年在大陸的創
業歷程，讓自己成長很快，「就像大陸的發
展變化，令人應接不暇」。謝竣宇說，年輕
人就應該抓住機遇，努力奮鬥！

雲林鵝場爆禽疫
撲殺2279隻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防
檢部門昨日表示，雲林縣四湖鄉一鵝場鵝
隻 檢 出 H5 亞 型 禽 流 感 （N 型 尚 未 定
序），已撲殺 2,279 隻鵝，這也是今年以
來第68宗。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昨日發出新聞稿表
示，家畜衛生試驗所通知，雲林縣四湖鄉
一鵝場鵝隻（主動通報）檢出 H5 亞型禽
流感（N型尚未定序）。
防檢局指出，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依標
準作業程序執行鵝場 2,279 隻鵝撲殺作
業，督導業者完成場區清潔及消毒工作。
防檢局說，氣溫雖已逐漸回升，但近日
早晚溫差大，業者不可掉以輕心，仍需注
意禽場保溫及通風措施，並持續加強禽舍
防鳥設施，避免家禽與候（野）鳥接觸。
防檢局指出，同時也要作好門禁管制、
人車進出消毒及場區清潔消毒等生物安全
措施，才能有效避免禽流感發生及傳播。

台大將開臨時校務會商校長遴選案
■台大師生5月4日遊行表達抗議。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大學
將於 12 日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討論如何因
應校長遴選結果被台灣教育主管部門駁

回，台大代理校長郭大維昨日發信給全校
師生，希望大家理性討論並避免簡單的污
名化作為。
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 1 月 5 日選出台大教
授管中閔為新校長，原預定 2 月上任，卻
遭質疑擔任企業獨立董事、論文抄襲案等
爭議，台灣教育主管部門 4 月 27 日駁回遴
選結果。

代理校長籲理性討論
連日來，台灣各界對於教育部門干擾大
學自治表示反對，台大師生也在 5 月 4 日發

起遊行表達抗議。由於校長遴選案陷入膠
着，台大預定於 5 月 12 月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討論如何因應遴選結果被駁回及釐清
大學自治範圍。
郭大維昨日寄出公開信件給全校師生，
指出這次會議應釋疑以釐清教育部門來
文，並訴願以釐清遴選校長是否屬大學自
治核心範疇，會中也建議於校務會議討論
大學自治範疇。
郭大維在信中指出，擔心此提案又陷入
簡化為「挺/反管」教授上任疑慮，以致無
法理性討論，因此特別說明提案僅為拋磚

引玉的起點，並呼籲任何校務會議代表如
果有意見就勇敢提出修正，接受其他代表
的挑戰，貼政治標籤解決不了問題。
另據中央社報道，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
閔昨天在臉書發文表示，個人從未支持或
同意任何團體或活動使用「挺管」字句，
他認同也支持台大代理校長籲各界莫自限
「挺管」或「反管」標籤。
管中閔在臉書發文指出，他參與台大校
長遴選時，曾在治校理念的報告中批判由
上而下的政治操作與收編，所以主張回歸
民間社會、進行由下而上的社會工程。

■ 夫婦二
人與鵬鵬抱
頭痛哭。
頭痛哭
。
網上圖片

22年，8,000餘天，對於湖北的陳珍夫婦來說，失子之痛以及漫長的尋找在他們心裡
已積鬱成疾。5月3日上午，當這對尋找兒子22年的夫婦在茅箭區公安分局大門口見到兒子
的那一刻，一家三口跪地抱頭痛哭。
年12月15日，這個日子
1996陳珍永遠不會忘記。那天

下午，丈夫把4歲的鵬鵬帶到上班的
十堰寶石水泥廠玩，噩夢由此開始。
「當時我在旁邊幹活，工友楊某給
我遞了一支煙，說帶鵬鵬出去玩一會，
我沒多想就答應了。」回想起當年，
李明朝一臉懊悔。後來經警方偵查，
確認是楊某把兒子拐賣了。

不換號 不搬家 不放棄
由於楊某外逃，案子一時間沒有
突破性進展，夫婦倆便踏上了尋找
兒子的漫漫征途。
十幾年來，廠裡的老工友早已搬
出了低矮、潮濕的磚瓦房，李明
朝、陳珍夫婦卻依然住在那裡。
「萬一兒子回來找我們呢？」陳珍
和丈夫經常坐在門前，期盼孩子有
一天回來，「我的手機號用了十幾

年都沒換過，萬一錯過了孩子的信
息，我要後悔一輩子。」

警接力 遇轉機 得團圓
22 年裡，茅箭區公安分局刑偵大
隊民警換了一茬又一茬，但他們沒
有忘記這個案子。
拐走時只有 4 歲，現在會是什麼
樣子？民警們為了便於找尋鵬鵬，
找到法庭畫像專家林宇輝模擬畫出
了 22 年以後鵬鵬的畫像，進行比對
尋訪。在找到鵬鵬後，林宇輝畫的
像與現在鵬鵬的長相相似度達到了
80%以上。
功夫不負有心人，今年 4 月初專
案民警在深圳一家工廠，將楊某某
抓獲，在楊某某供認下，民警找到
了買孩子的孔某，可惜的是，當民
警趕到孔某家時，孔某早已去世多
年。這條線斷了，但另一邊卻傳來

■中新網
了讓人振奮的消息，DNA 比對中，
發現河北省武安市 26 歲的青年小劉
與李明朝、陳珍夫婦有親緣關係。
5 月 2 日下午 2 時，陳珍接到茅箭
刑偵大隊武當中隊中隊長遇保池的
電話，讓她第二日上午到茅箭公安
分局接兒子回家。
當兒子鵬鵬在遇保池的帶領下走
到她面前時，陳珍和丈夫一把抱着
兒子號啕大哭，這一幕讓現場所有
人都為之動容。
得知鵬鵬已結婚生女，陳珍很高
興。不過，陳珍也表示，不會強留
兒子在身邊。「他在河北工作得很
好，我們不會強求他來十堰，只是
希望他多回來走動。」陳珍夫婦明
白，鵬鵬與養父母一家已有 22 年的
感情，無法割捨。
鵬鵬表示，他將像對待養父一樣
對待親生父母，贍養好他們。

■ 一家人與民警合影。

網上圖片

■ 被拐 22 年，鵬鵬終
於回家了。
於回家了
。 網上圖片

冬蟲夏草採挖季 嚐「鮮」受青睞

手 機 收 藏 家

貴州省貴陽市 80 後女子王祝是一位
老數碼產品「發燒友」，熱衷收集各年代手機。15年間，她總共花8萬
餘元人民幣收集了300多台手機。
■圖/文： 中新社

目前青藏高原冬蟲夏草各產區陸
續進入採挖季。近年來，隨着中國
電子商務和物流業的快速發展，
「偏居」高原的冬蟲夏草也掀起了
嚐「鮮」風。
新鮮冬蟲夏草通過網店、自媒
體、朋友圈、直播等各種形式銷
售，小包裝的鮮草很受網民歡迎。
今年，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
雜多縣經營冬蟲夏草生意的李生輝
通過網絡平台銷售新鮮蟲草。他在
網絡店舖裡展示了他與家人採挖冬
蟲夏草時的照片和視頻，還在圖片

■ 冬蟲夏草進入採挖季
冬蟲夏草進入採挖季，
，
掀起嚐鮮風。
掀起嚐鮮風
。
網上圖片

上重點標註了與雜草混在一起的冬
蟲夏草，並講述他們的挖草生活。
這樣「直觀」的展示為他贏得了許
多客戶。
■新華社

清御醫手稿孤本尋獲 填補中醫藥史空白

夫婦苦等廿二載
被拐愛兒終尋回

由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收藏委員會主辦的
「清嘉慶御醫研究初期成果發佈會」昨日在北京
舉行。該委員會此前尋獲《聊復集．怪症匯纂》
一冊四種未刊稿本。多位中醫專家認為，這一隱
逸二百年的清代御醫汪必昌手稿錄得 540 種秘方
偏方，為迄今所知的中國古代御醫匯纂治療怪症
方法稿本傳世孤品，填補了中醫藥史空白，望該
書不要流失海外。對於這件手稿，國家文物局覆
函提出了「合法交易，限制出境」的指導性意
見。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收藏委員會彭令亦承
諾，孤本一定會留在國內。
據介紹，《中醫人物詞典》中收錄清代名醫達
兩千餘人，其中醫術深厚至可稱「醫學家」，同
時地位顯赫至「御前太醫」者卻不過五人，其中
就有清嘉慶御醫汪必昌，因其醫術高超而以布衣
召入宮廷，在太醫院任職九年。1810 年，汪必
昌為謀先人墓穴，請假南歸家鄉，在臨行前根據
其平生所學寫出《聊復集》一書。

專家籲勿流失海外

中國中醫科學院榮譽首席研究員余瀛鰲表示，該
書中醫臨床文獻價值極高，這個孤本大大補充了
《聊復集》已刊本。他並希望有關部門能處理好與
持有者之間的關係，不能讓這一孤本流失海外。
汪必昌的《聊復集．怪症匯纂》四種未刊稿本
以「孤本」傳世，並得到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
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和北京中醫藥大
學專家學者的查證。該稿本記載的「河豚毒」，
除記載前人三種藥方外，汪必昌另行增補「復得
一方……水調灌之，大妙！」僅解「河豚毒」一
個藥方，就有海外買家願出價2,000萬元人民幣。
專家表示，該稿本記載的神秘藥方諸多，且汪
必昌的記載詳細
可行，開發出藥
品的可能性極
大。屆時新藥開
發成功，憑該稿
本的神秘性和唯
一性，極有可能
申報國家級絕密
中醫藥配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或中醫藥保
護品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聊復集·怪症匯纂》內頁。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 清嘉慶御
醫研究初期
成果發佈會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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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