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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推惠台66措 助台青登陸
台胞林麗莉：「這裡市場大機會多 應大膽走出一片天」

B4 神 州 大 地 / 台 海 新 聞 ■責任編輯：王嘉程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

2018年6月9日（星期六）

金門破詐騙案 捕獲23疑犯

林麗莉的職業生涯在台灣18年、在大
陸13年。「大陸已經成了我人生密

不可分的一部分。」她說。如今，作為陸
家嘴國泰人壽保險有限責任公司福建分公
司團險職域部部門總經理，林麗莉除了拓
展業務之外，也着力打造兩岸團隊。

「這裡有更大舞台」
針對「66條措施」，她一一解讀。比
如，「對福建省承接台灣青年實習實訓符
合條件的企事業單位，且在閩實習實訓時
間連續不低於15天的，按照每人5,000元
（人民幣）的標準，由財政分級補助承接
單位。」她說，「我們公司有台灣實習
生，政府把補貼給我們，我們給台灣實習
生薪水，可以吸引更多台灣年輕人來大陸
實習。」
「在福建省註冊的台資機構和企業經批

准可興辦學前教育。」她說，「我大兒子

現在交往的平潭女朋友是福州高中音樂老
師，也許他們以後的創業會往教育這個方
向走。」……
一口氣解讀了一二十條措施，林麗莉

說，希望台灣年輕人多來大陸歷練歷練，
「這裡有更大舞台」。林麗莉說。
在林麗莉的勸說下，1987年出生的大兒

子3年前從澳洲來到福建，從事保險行
業。從開始只認識母親一人，到現在朋友
圈裡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福建當地年輕人，
還結交了大陸女朋友。
「兒子現在做到了公司所在崗位第一

名。」林麗莉驕傲地說，雖然台灣年輕人
來這就業創業也會遇挫折，但成長很快。

「路會越走越寬」
當初，國泰人壽保險有限責任公司準備
派人赴陸工作，「60後」林麗莉特意開了家
庭會議。最終，家人一致同意她「登陸」。

2005年，林麗莉來到蘇州，接着到寧
波、杭州等地，保險事業越做越好。「這
裡市場大，機會多。」但時間久了，她漸
漸萌生思鄉之情，考慮着是不是該回台
灣。此時剛好有機會調到福建，她很開
心，5年前來到廈門，後來又到了福州。
閩台間僅隔着一灣淺淺的海峽。「我想

回台灣的話，隨時都可以，既可坐直航班
機，也可以走廈門－金門航線，船很多，

到了金門飛機也多，很方便。」她說。
「我們的台灣籍總監，和我大兒子一

樣，都找了大陸女朋友。『兩岸一家親』
成了『兩岸一家人』。他們在這裡落地生
根以後，路會越走越寬。」她說。
10多年來，她親眼見證大陸各個城市發

展越來越好，感慨「與有榮焉」。
「台灣年輕人不能滿足於在島上過安逸
日子，應該大膽走出一片天。」林麗莉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知道福建推出促進閩台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66條措施後，台胞林麗莉馬上在微信群裡「廣而告之」。她打算

回台灣再把身邊一些年輕人「召集」起來，認真「傳

達」一下，「我一直鼓勵台灣年輕人到大陸來，這些

信息對他們很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金門縣
警察局會同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在
金寧鄉安美村破獲以陳姓疑犯為首的大型
詐騙集團案，23人到案，初估獲利新台幣
600萬元。這是金門查獲嫌犯人數最多的詐
騙案。
金門縣警局刑警大隊與刑事局中部打擊

犯罪中心，上午隔海同步舉行記者會，宣
佈破獲這件大型詐騙集團案。

均為台籍 專騙陸民
金門縣刑警大隊大隊長游文勝表示，專

案小組查獲設立在金寧鄉別墅內的電信詐
騙機房，以陳姓為首腦的犯罪集團撥打網
路電話到大陸地區，佯裝公務機關通信管
理局人員、公安及檢察官，詐騙大陸地區
民眾，初估獲利新台幣600萬元。
游文勝說，這是金門近年查獲嫌犯人數

最多的詐騙集團。
研判歹徒因金門民風淳樸，治安良好，

架設機房不易發現，選擇在金門犯案。專
案小組4月間就掌握嫌犯犯行，經多次跟
監終於在前天攻堅成功。
警方前日中午動員40人，架梯攻堅，一

舉破獲詐騙機房，逮捕21名男女嫌犯，並
在慈湖路緝獲陳姓、姜姓主嫌到案。
機房現場查扣詐騙犯罪證物，包括蘋果

iPad 34台、iPhone手機46台、USB3支、
耳機3副、詐欺講稿、Sim卡22張、記憶
卡2張，香煙盒、安非他命、吸食器、筆
電、對講機、Wi-Fi分享器2台、監視器主
機和無線網卡等贓證物。
警方表示，23名嫌疑人中有一名未成年

男性、4名女性，全部是台灣籍，昨天分批
搭乘飛機和金門海巡隊巡防艇送中部打擊
犯罪中心偵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台灣同學會會長陳雲英當地
時間昨日率團訪問比利時，同旅
比華僑華人座談交流。她呼籲華
僑華人要以「天下華人一家人」
的心態，推動實現「兩岸一家
親」。
陳雲英一行當日在比利時首都

布魯塞爾召開旅比華僑華人座談
會。這是繼英國曼徹斯特、倫
敦、盧森堡之後，代表團到訪的
第四站，也是最後一站。
陳雲英表示，台灣同學會此訪

目的，是看望華僑華人朋友，聆
聽大家的心聲，與愛國華僑華人
一起，最大限度地團結廣大中華
兒女，聯繫所在地的社會友好朋
友，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出謀劃
策。
談及「反獨促統」工作，陳雲

英指出，應秉持「兩岸一家親」
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社會制度和
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
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擴
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逐步
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
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促進
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她呼籲華僑華人要以「天下華

人一家人」的心態工作生活，推
動實現「兩岸一家親」，同時要
牢記中華文化的家國情懷，「以
國為家、以家衛國」，積極融入
住在國社會發展，為住在國與中
國的友好關係發揮更大作用。
台灣同學會於1981年11月在

北京成立，主要由在台灣出生並
在大陸定居、工作的台灣專家、
學者組成，陳雲英2016年當選
台灣同學會會長。

■林麗莉表示，大陸市場大、機會多，因此一直鼓勵台青赴陸發展。圖為本周二，兩岸
女大學生在廈門參加沿海騎行活動。 新華社

■警方昨日押解疑犯分批搭乘飛機和金門
海巡隊巡防艇前往打擊犯罪中心。中央社

■當地時間6月7日，台灣同學會會長陳雲
英（右）率團訪問比利時，同旅比華僑華人
座談交流。 中新社

就在全國近千萬考生鏖戰高考，期
待鰲頭獨佔之際，清朝末代狀元、也
是中國科舉考試最後一名狀元劉春霖
的狀元策昨日亮相陝西。這位出身貧
寒的清朝考生，因一篇直述富國強民
之策論，對答切中要害，舉例得當，
從而欽點狀元及第。據悉，此次隨同
末代狀元策亮相的還有871件套科舉
文物，這批較為豐富的科舉類文物資
料實物，對展示明清、民國時期陝
西，乃至全國科舉考試制度具有重要
的研究價值。

「第一人中最後人」
據了解，劉春霖出生於1872年，

字潤琴，號石雲，晚清直隸人氏。光
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劉春霖高
中甲辰科狀元，隨後授翰林院修撰，
次年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學留學。然而
就在劉春霖狀元及第次年，延續千年
的科舉考試被廢除，劉春霖便成了中
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名科舉狀元，被稱
為「第一人中最後人」。
劉春霖在詩書畫上亦有極高的造

詣，尤擅小楷。其小楷書法有「楷
法冠當世，後學宗之」之譽，至今
書法界仍有「大楷學顏（真卿）、
小楷學劉（春霖）」之說。狀元策
中，「欽惟皇帝陛下踐作以來，勤
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
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時
制宜之道或有未盡歟」的論述，展
示了劉春霖憂國憂民，胸懷治國之
大略。日本侵華期間，曾拉攏他出
任「滿洲國教育部長」、「北平市
市長」等偽職，他均堅辭不就。
1944年劉春霖因心臟病突發辭世，
時年72歲。
據介紹，包括劉春霖狀元策在內
的871件套科舉文物均由陝西蒲城
清代考院博物館收藏。這批實物來
自古代全國90多個書院的考試卷子
和實物資料，時代主要為明清、民

國時期。除了清末劉春霖狀元策之
外，還有清代名人張之洞殿試策、
洪永勳殿試卷等，非常珍貴。
在中國古代，科舉考試是封建社

會選拔官吏的主要手段。雖然清朝
科舉有嚴格入闈（考場）鎖院制
度，防止作弊，但依然有人費盡心
思走「捷徑」。此次871件套科舉
文物中，一件手抄雙面絲織夾帶頗
為引人關注，夾帶兩面密密麻麻佈
滿蠅頭小字，看得人眼花繚亂，專
家表示，這些字都是用毛筆寫的，
足見古代讀書人的筆頭功夫。
據悉，為了更大程度地發揮博物

館在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方面的作
用，目前清代考院博物館已開始準
備，預計將於2018年10月全面完
成「科舉文物精品展」，並全面對
觀眾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據悉，大鵬新區位於全球珊瑚礁黃金三
角帶最北沿，海域面積305平方公

里，海岸線122公里，約佔深圳全市二分
之一，擁有全市5片珊瑚密集分佈區中的4
片。近年來，為恢復海洋生態，大鵬新區
委託海洋保護機構先後投放了68座人工珊
瑚礁，並種植13,000多株珊瑚苗。

首屆珊瑚礁普查啟動
活動現場，亞洲潛水聯合會秘書長黃

立基為香港潛水總會科學潛水研究大鵬基
地揭牌。這是中國內地第一個科學潛水研
究基地。黃立基表示，基地將面向粵港
澳，培養一批國際認證的科學潛水員，首
個課程將於17日開班，包括香港潛水總
會的部分人士將作為首批學員，獲頒證書
後會協助參與珊瑚種植活動。
首屆中國珊瑚礁普查也在現場啟動，

全球珊瑚礁普查中國區總幹事、廣東海洋
大學深圳研究院珊瑚保育中心主任廖寶林
分別向廣西、海南珊瑚礁普查負責人授予
普查旗幟。據介紹，廣東是內地最早也是
唯一一個開展珊瑚礁普查的省份，珊瑚礁
普查已連續開展12年，從今年開始，海
南、廣西兩省（區）將正式加入到普查隊
伍中，同廣東省聯合開展中國珊瑚礁普查
活動。
出席活動的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海

洋護理主任周永權表示，香港海洋環保活
動起步較早，像珊瑚礁普查已進行21年，
累計了豐富數據和科研資料。「去年香港
33個普查點的珊瑚礁分佈率都超過50%，
其中最高的可達70%至80%」，他認為，
粵港兩地的珊瑚礁無論品種，還是一些可
能出現的問題，大同小異，兩地搜集到的
經驗互相分享，對於管理珊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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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攜手護海洋

6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世

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宣傳

日」，在深圳大鵬新區舉行

的「山海築夢，美麗大鵬」

活動上，深港兩地人士共同

推動系列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活動。正值今年是國際珊瑚

礁年，中石油深圳天然氣有

限公司將提供1,470萬尾魚

蝦 貝 苗 進 行 增 殖 放 流 ，

30,000多株珊瑚苗用於海洋

生態修復，這是迄今為止深

圳最大規模的增殖放流和珊

瑚種植活動。據了解，深港

兩地的潛水員將共同參與珊

瑚種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 樂靖樂靖宜宜（（右一右一）、）、呂頌賢呂頌賢（（右二右二））被授被授予予「「大鵬大鵬
新區珊瑚保育大使新區珊瑚保育大使」」稱號稱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 專家們
正在整理科
舉文物。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劉春霖狀元策。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 引人注目的清代袖珍夾帶（油水
分離印製法）。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
宣傳日宣傳日，，1996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百米自由年亞特蘭大奧運百米自由
泳冠軍樂靖宜和香港藝人泳冠軍樂靖宜和香港藝人、、知名國際潛水知名國際潛水
教練呂頌賢宣佈出任首任教練呂頌賢宣佈出任首任「「大鵬新區珊瑚大鵬新區珊瑚
保育大使保育大使」。」。
兩位兩位「「大使大使」」將在接下來的活動中帶將在接下來的活動中帶
領潛水志願者們開展珊瑚種植活動領潛水志願者們開展珊瑚種植活動。。樂靖樂靖
宜曾在宜曾在44月於大鵬灣下海探訪種植珊瑚月於大鵬灣下海探訪種植珊瑚，，
看到珊瑚長勢喜人看到珊瑚長勢喜人，，她希望接下來與呂頌她希望接下來與呂頌
賢一起參與珊瑚苗種植活動賢一起參與珊瑚苗種植活動，，為珊瑚保育為珊瑚保育
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力量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呂頌賢剛剛在美國考取了教練訓練官證呂頌賢剛剛在美國考取了教練訓練官證
書書，，一直致力於海洋保護一直致力於海洋保護。。他表示他表示，，19971997、、
19981998年開始潛水時年開始潛水時，，香港的海洋環境並不香港的海洋環境並不
是很理想是很理想，，也有很多垃圾和廢棄漁網也有很多垃圾和廢棄漁網，，大家大家
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努力，，有一年香港幾百個潛水員在有一年香港幾百個潛水員在
水裡拉上來接近水裡拉上來接近11噸垃圾噸垃圾。。現在香港的水下現在香港的水下
環境已經非常好了環境已經非常好了。。他認為他認為，，現在潛水業發現在潛水業發
展很快展很快，，希望每一個潛水教練首先教會學生希望每一個潛水教練首先教會學生
怎麼愛護海洋怎麼愛護海洋，，一代代傳承下去一代代傳承下去，，希望每個希望每個
教練和潛水員教練和潛水員，，都成為環保大使的一員都成為環保大使的一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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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珊瑚修復生態
■ 珊瑚苗傳遞
儀式現場，海洋
環保志願者展示
長達8米的手繪
大澳灣十字牡丹
珊瑚海長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攝

保育珊瑚 樂靖宜呂頌賢任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