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進入水果銷售旺季，台灣的香蕉、

鳳梨、木瓜等價格卻一路暴跌，不少蕉農甚至收不回成本。台南的鳳梨

業者就哀歎，1個鳳梨已跌至約10元（台幣，下同，約合港幣2.6元）

賤價，只能換到1顆茶葉蛋。台前美濃鎮農會理事長、前無黨籍高雄市

「議員」朱信強接受採訪時就直言，今年木瓜均價下跌，農民每採收木

瓜「1公斤就得倒賠4元（約合港幣1元）」。朱信強指出，現在台灣

大環境不佳，再加上兩岸關係不好，現在農民慘到不賠錢就是賺。

水果價崩，台南的鳳梨更慘。在台南
關廟經營鳳梨集貨場的陳忠桀哀嘆

說，1個鳳梨已跌至約10元賤價，只能
換到1顆茶葉蛋。

水果價崩 當局無視
陳忠桀指出，台南鳳梨外銷約九成是銷
往大陸，但今年5月開始，外銷出口開始出
現狀況。去年這時，外銷的金鑽鳳梨價格
還有23元（約合港幣6元），現在幾乎聽
不到貿易商收購出口了。鳳梨價格崩盤大
致有四個原因：一是缺乏外銷，二是沒有
觀光客，三是收成好，四是整體生意大跌。
陳忠桀說，現在盛產的香蕉、火龍

果、西瓜、芒果、荔枝和木瓜，價格都
非常低，鳳梨更是崩盤，但到現在仍沒
看到當局啟動大量採購的救急措施。

收成越好 賠錢越多
現在不止香蕉、鳳梨價格崩盤，連木

瓜也有產銷壓力。朱信強指出，去年6
月美濃木瓜均價1公斤約新台幣15元
（約合港幣4元），但今年同期僅剩10
元（約合港幣2.6元），農民每採收1公
斤就得倒賠4元（約合港幣1元）。
朱信強表示，台灣現在大環境不佳，

內需市場也不夠大，民眾消費力也下
降，再加上現在兩岸關係不好，原本銷

往大陸市場的鳳梨對岸也不要。在「鳳
梨效應」的影響下，這些產量過剩、無
法外銷的鳳梨就會排擠木瓜價格。朱信
強說，過去台灣鳳梨年產量有一半外銷
至大陸市場，而銷日本產量僅兩成。兩
岸的運輸距離又比日本近，台灣發貨3
天後大陸就能領貨櫃，但日本要等上7
天，這些都是台灣在大陸市場的發展優

勢，然而現在兩岸關係持續僵局，農民
只要不賠錢就是賺錢了。
昨日上午，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出

席活動時更指出，過往時代，台灣香蕉也
有過剩，當時國民黨有安排賣到大陸，管
道以前存在，現在都沒有了，很可惜。大
陸幅員廣大，多增加一點生產，根本不算
一回事，很容易就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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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茶蛋價 香蕉銷路難
果農斥台當局損兩岸關係 馬英九諷綠營封死陸市管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作為第
十屆海峽論壇的配套活動之一，台灣人
才就業創業暨實習見習廈門對接會昨日
於廈門舉辦，對接會吸引了近190家用
人單位和11家政策諮詢單位參加，為台
灣同胞提供崗位2,653個。
據介紹，對接會現場吸引了約360名

台灣專業人才和學生。本次需求崗位排
名靠前的有生物醫藥、文化創意、旅遊
會展酒店等，其中生物醫藥人才佔需求
總數近四成。
此外，本次對接會加大了台生實習見

習崗位的徵集發動力度，為台灣青年學
生量身徵集各類實習見習崗位。現場有
90餘家用人單位提供1,280個實習見習
崗位，涉及儲存幹部、項目經理、業務
銷售、管理培訓生以及一線管理、技術
開發等各類型職位。

大陸機會多 發展前景廣
「廈門跟台灣很像，很親切。」金門大

學大三學生蘇鬱雅說，「大陸機會很多，
發展前景廣闊，我想暑假過來實習試試，
為以後到大陸就業提前佈局，打好基礎。」
台資企業沛亞人力資源服務（廈門）

有限公司總經理曾翊銘表示，此前出台
的「31條惠台措施」、「廈門60條惠台
舉措」、「福建惠台66條舉措」都極大
增強了台灣青年前來大陸就業創業實習
見習的意願。
「新出爐的『福建66條』包含了擴大

閩台經貿合作、支持台胞在閩實習就業
創業、深化閩台文化交流、方便台胞在
閩安居樂業等四個方面，是面向台灣民

眾的又一大禮包。」曾翊銘說，「這些政策面面俱
到，細緻具體，很接地氣，更加人性化。」
本次對接會由中共廈門市委組織部、廈門市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及廈門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
辦公室聯合主辦，廈門市人才服務中心、沛亞人力
資源服務（廈門）有限公司共同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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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對接會吸引不少台灣學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湖北報
道）昨日是農曆四月廿六，戊戌年世界
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開幕式暨拜謁炎帝
神農大典在湖北省隨州市揭幕，來自世
界各地的炎黃子孫近萬人齊聚隨州烈
山，共賀炎帝誕辰，緬懷始祖功績，弘
揚偉大精神，凝聚奮進力量，共襄復興
偉業。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奇葆、第十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中國
國民黨榮譽副主席蔣孝嚴等嘉賓向始祖

炎帝敬獻花籃。

編鐘樂聲響徹烈山
上午8時30分許，渾厚的編鐘樂聲響徹

烈山之上，代表荊楚燦爛文化的編鐘樂舞
拉開大典序幕，奉祀方陣高舉炎帝八德的
牌匾、手捧「五穀」、「玉帛」、「餚饌」
入場恭請始祖。拜祖大典由恭啟聖門、點
燃聖火、敬獻花籃、敬獻高香、恭讀頌文、
共拜始祖、唱誦始祖等環節組成，來自美

國、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荷蘭、澳洲、
安哥拉、墨西哥、迪拜、印尼、泰國、老
撾、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中國台
灣、香港、澳門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
人華僑，以及社會各界代表近萬人參加拜
祖大典。

兩岸共拜展現親情
台灣新竹縣兩岸青年交流協會秘書長

在拜祖大典現場表示，自己是第二次參

加炎帝拜祖大典，兩岸共拜炎帝活動展
現出「兩岸一家親」，兩岸同是炎黃子
孫，應該一起為了經濟發展而打拚。來
自馬來西亞的華人中醫李漢斌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學習中醫時就聽過神農
嘗百草的故事，有了這種精神中醫藥文
化才會傳承和發揚光大，馬來西亞是
「一帶一路」上的重要國家，希望馬來
西亞的第四代年輕華人能有更多機會回
到中國參加這類活動。

近萬炎黃子孫隨州拜謁炎帝

■■台南的鳳梨業者哀歎台南的鳳梨業者哀歎，，11個個
鳳梨已跌至約鳳梨已跌至約1010元台幣元台幣（（約合約合
港幣港幣22..66元元））賤價賤價，，只能換到只能換到11
顆茶葉蛋顆茶葉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戰華工後裔孫光隆（中）在座談會上
展示了比利時贈送的紀念其祖父孫干的
牌匾。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 2018年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廣州主場
城市活動在南海神廟舉行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今年是一戰結束一百周年。6月8日，
山東華僑會館在位於濟南的山東新聞大廈
舉辦「一戰華工後裔座談會」，一戰華工
後裔孫光隆在座談會上展示了比利時波普
林格市政府贈送的紀念其祖父孫干的牌
匾。十餘名華工後裔參加了此次座談會。

14萬華工赴歐洲西線戰場
100多年前，英法兩國在山東、河北等
10多個省市招募14萬中國勞工赴歐洲西線
戰場，其中近三分之二為山東人。孫光隆
的祖父孫干就是其中一位。據了解，孫干
於1917年遠涉重洋來到法國阿茲布魯克，
1919年9月回國。作為華工中為數不多的
文化人，他常常利用戰爭間隙替華工寫家
信。兩年間，他寫成了兩冊八萬餘字的
《華工記》，成為國內外史學界研究一戰

史和華工史的重要歷史資料。
山東省僑辦副主任吳冠在座談會上表

示，作為一戰華工的主要來源省，山東省
僑辦近年來開展了一系列華工史料的徵
集、整理、保護等工作。2014年在國務院
僑辦的支持指導下，赴英、法、比利時舉
辦一戰華工史料圖片展。今年，計劃繼續
在英、法、比利時舉辦圖片展。

用汗水和鮮血作貢獻
座談會上，山東大學牛方玉副教授作了

題為《一戰華工史的研究現狀及其推進》的
專題講座，講述了「小人物」背後的「大背
景」，讓大家更多地了解了一戰華工史。
資料顯示，一戰期間，14萬華工告別故

土，遠涉重洋，從事武器搬運、製造槍
彈、修築工事、清理戰場等最艱辛繁重的

後勤工作，用汗水和鮮血為提早結束一戰
作出了貢獻。據不完全統計，犧牲和下落
不明的華工接近2萬人。華工素來懷鄉戀
舊，戰後大部分選擇了回國回鄉，也有約
3,000名華工留在法國定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昨日上午，在工作人員的帶領
下，40位預約成功的遊客成為

故宮文物醫院建成後接待的首批觀
眾。伴隨着志願者的講解，觀眾可以
透過玻璃窗，近距離觀察唐卡、書
畫、瓷器、鐘錶、服飾等文物的「治
療」過程。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首次為觀眾

展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文物CT機的
工作情況。「有了它，故宮的每一件

文物都將有自己的病例檔案。」

CT機分析傷情結構
單霽翔說，之前有文物需要修復

時，一般由文物保管部門直接轉交到
文物科技部門，然後指派到權威修復
人員手中，由專家憑經驗進行修復。
使用文物CT機後，專家就可以先對
文物進行全身檢查，對文物內部的傷
情、結構作出細緻解析，然後再對症

下藥，確定治療方案。
這麼巨大的儀器是怎麼運進來的？

面對首批預約觀眾的疑問，首次正式
上崗的志願者、中國地質大學博士後
張雪靚說，「這台機器可以說是文物
醫院最貴，也是最重的儀器。機器入
場可謂『不走尋常路』，是先進機
器，後砌牆。」隨後，她還為觀眾們
講解了這台儀器的各項功能。

200專家對症下藥
跟張雪靚同批上崗的志願者都是經

過「過五關斬六將」之後才脫穎而出
的。單霽翔介紹，這些志願者都有良
好的學科素養，主要以教師、高校碩
士博士為主，還有知名電視台主持

人、國際廣播電台主持人等。
據了解，故宮文物醫院成立於2016年

12月29日，位於故宮西側，建築面積
1.3萬平方米。按照使用功能分為文物保
護科技實驗室、文物保護修復工作室、
文物保護修復輔助業務三大部分，匯集
有200名文物保護專家。擁有「古陶瓷
保護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
「中國-希臘文物激光技術聯合實驗
室」、「同步輻射與文物保護聯合實驗
室」等重點實驗室。在採用傳統工藝保
養修復文物的同時，故宮文物醫院也與
現代科技相結合，配備了世界上最先進
的文物「診療」設備，除文物專用CT機
外，顯微觀察設備、材料分析設備、無
損探傷設備等修復利器應有盡有。

昨日恰逢中國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遺
產日」。當日上午，2018年中國「文化和自
然遺產日」廣州主場城市活動在南海神廟舉行
開幕式，現場再現了一出盛大的仿古祭海儀
式，讓民眾置身歷史場景的感覺撲面而來。
南海神廟既是內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
是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史跡之一，是中國
現存最早的官方祭海場所。香港文匯報記者獲
悉，早在清朝康熙年間，為了表示對海神的恭
敬，在「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南海神廟，每
年上演一場大型祭海儀式。儀式分「迎神」和
「送神」兩大部分，主祭者三次上香，呈上祝
帛、酒、牛、羊等各種祭品，宣讀祭文，然後
焚燒祭文和祝帛，獻上銀両，完成整個儀式。
開幕式現場，由青年演員表演的大型仿古
祭海儀式，令民眾有置身歷史場景的感覺。值
得一提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保護．
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期在廣州舉行，中外

文化遺產專家圍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
合作主題開展交流，分享經驗，擴大共識。
同時，為慶祝2018年「文化和自然遺產
日」，廣東多地文物部門組織舉辦了豐富多彩
的文博活動，開展了近500項文物體驗傳承活
動，推動文化遺產走進民眾日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

物》讓故宮文物醫院一炮

走紅，很多遊客都希望

能親臨現場，看看文物

醫 生 如 何 給 國 寶「 看

病」。昨日恰逢「文化和

自然遺產日」（每年6月

第 2個星期六），故宮

文物醫院首次試行開

放，迎來了第一批40名

預約觀眾。據介紹，故

宮將於近期發佈正式方

案，向社會公眾預約開

放。與此同時，此前面

向社會公開招聘、幾乎

「百裡挑一」的25位文物

醫院志願者正式上崗。

世界上最先進的文物專

用CT機也首度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故宮文物醫院開放
近距離觀看修文物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講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講
解如何修復古唐卡解如何修復古唐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昨日恰逢「文化和自
然遺產日」，故宮文物
醫院首次試行開放，迎
來了第一批40名預約
觀眾，近距離觀察唐
卡、書畫、瓷器、鐘
錶、服飾等文物的「治
療」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攝

一戰華工後裔聚濟南追憶先輩穗再現仿古祭海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