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陸工作成台畢業生首選
「惠台31條」吸引力強 文化語言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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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教師：陸惠台措施落實快

管中閔勉畢業生
洞察趨勢與時俱進

根據1111人力銀行調查，今年的
應屆畢業生中，38%有意前往

海外工作，首要考量為薪資。而畢
業生期待海外薪資平均為57,445元
（新台幣，下同），約為預計留在
島內的畢業生的期望薪資31,103元
的1.76倍。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處暨職涯
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台灣
物價雖然在區域內相對平穩，但薪
資相對低，而海外工作除薪資較高
外，還有產業、工作經驗、人脈等
因素影響。
在複選3項的「最想去的海外就業目
的地」調查中，大陸以62.53%高居第
一，其次則為美加（48.95%）、日本
（44.03%）、新加坡（34.19%）、紐
澳（15.22%）。
李大華指出，大陸雖然薪資不會
比台灣高太多，但比起其他選擇，
沒有語言門檻與文化障礙，加上今
年推出「31條惠台措施」及創業基
地等優惠政策，均成為拉力。
1111人力調查針對應屆畢業生進行
利益抽樣調查，調查時間是5月24日至
6月7日，總計回收共1,138份。

專家：台青要「接地氣」
「如果台灣青年要到大陸來發展，
一定要『接地氣』。」台投資機構
代表、奔遠資本集團合夥人戴偉衡如是
說。另據中新網報道，9日，海峽兩岸
（漳州）青年產業經濟論壇的主題沙龍
在漳州舉行，戴偉衡對台青「登陸」闡

述了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台青「登陸」，要擴大
視野，多交朋友，與大陸的團隊多
接觸多交流，一同去開拓更大的市
場。戴偉衡認為，在資源、技術、
人才交往上，兩岸相互取長補短，
這樣的合作會對開拓全球市場有一
個很大的助力。
一品威客CEO田承明是台灣「創

客」代表，他的觀點與戴偉衡的建議不
謀而合。田承明從近幾年在大陸的工作
中發現了兩岸創業者的差異：在心理層
面上，台「創客」相對保守，而陸「創
客」心態更開放；執行力上，陸
「創客」也更無畏，能去挑戰風險。
田承明建議，台灣的團隊最好能
夠選擇跟大陸的團隊合作，「融
合、共生、共利，能夠促進雙方的
發展，融入大陸當地市場的最好選
擇就是跟當地人合作。」
針對目前兩岸的發展狀況，閩南

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執行院
長陳麗麗認為，兩岸經濟在發展過
程中是息息相關的，台灣經濟的成
長離不開大陸的帶動。
陳麗麗指出，新時代下大陸朝着
高質量經濟增長方式在轉型，台商
也一直在努力轉型。對於台商今後
如何轉型升級，她建議，台商要深
入解讀對台的大政方針，清楚了解
目前兩岸的情況，明白自己在這過
程中的擔當和責任；深度解讀「中
國製造 2025」，搭上「中國製造
2025」的快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畢業季到，

剛從大學畢業的畢業生湧入職場，根據人力銀行

調查，近四成畢業生有意赴海外工作，而在今年

推出「31條惠台措施」的大

陸，則是畢業生心中首選。

入職僅半年，廣西師範
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台灣籍教師王孟筠已順利

在桂林辦理了社保卡和公務卡。王孟筠昨日
參加完第十屆海峽論壇，從福建廈門回到廣
西桂林，直呼此行「收穫良多」，並感慨大
陸惠台措施快速落到實處。王孟筠去年與廣
西師範大學簽訂了8年的合同，成為廣西高
校近30名台灣籍教師中的一員。

王孟筠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2017年12
月，她與廣西師範大學簽訂了8年的勞動合
同，成為如今廣西高校近30名台灣籍教師中
的一員。
這讓博士畢業就找到穩定工作的王孟筠充

滿了感恩，她說，年輕人在台灣找教職工作
往往要等上很多年，而大陸近年來不斷推出
對台青年優惠政策及措施，所以她在畢業前
就開始關注大陸高校的招聘信息。
「現在很多在台灣的同學向我諮詢相關政

策，我了解到的已有40多個博士在與大陸高

校接洽，有意來大陸發展。」王孟筠表示，
「31條惠台措施」對台胞在大陸定居、就業
提供了更明確的保障和更好的發展空間，對
台灣青年是個歡欣鼓舞的禮物，解決了他們
的後顧之憂。

冀細則因地制宜
廣西社科院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韋朝暉表

示，「31條惠台措施」出台以來，對引進台
灣人才形成了極大的磁吸效應，越來越多台
籍教師來大陸尋求更好的職業發展。她建
議，大陸各地政府還需因地制宜制定落實措
施，為台灣同胞提供更多便利及事業晉升發
展機會，留住這些人才。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郭振

家對此表示認同。他建議，大陸地方政府在
保障和提升台胞待遇方面，需完善相應的配
套政策和措施，在法律法規上提供同等待
遇，同時還需完善相應的法律訴訟途徑來維
護台胞權益。 ■中新社

�&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灣
大學校長當選人管中閔昨天出席台大財金系
畢典，勉勵畢業生「洞察趨勢，與時俱
進」，站上時代的風頭浪尖，最後不忘提醒
大家，有空時不要忘記支持大學自主。
台大財務金融系暨研究所昨天下午舉行畢

業典禮，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也現身財金
系畢典，並受邀致詞。
管中閔表示，他受系主任邀請來跟畢業生

說幾句話，但因為這些年都沒有機會教大學
部的課，很怕學生問這個人是誰，感謝校長
遴選案的沸沸揚揚，許多學生終於知道他是
系上的老師。
管中閔以「洞察趨勢，與時俱進」8字勉

勵畢業生，他提到，大江東去浪淘盡的都是
眷戀過去或猶豫不前的人，「我們可以被動
接受時代改變，在時代浪潮中載浮載沉，也
可以設法洞察趨勢、與時俱進，站上時代的
風頭浪尖，只要你們願意，未來的一切都有
可能，因為你們不只年輕，整個世界都將屬
於你們」。
管中閔也祝福學生畢業後一切順利、邁向

成功，最後不忘提醒大家「有空的時候，不
要忘記支持大學自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台南
市麻豆區在5月才出現禽流感案例，當地動
物保護處啟動案例場周邊半徑1公里內養禽
場監測，在麻豆區另一處養鴨場確診出
H5N2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昨天依程序撲
殺5,590隻鴨隻。
台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副處長莊惟超受訪

表示，動保處目前仍持續採樣，以把潛藏的
案例檢出，逐步清除環境潛藏病毒，降低病
毒傳播風險。接獲確診報告後立即啟動撲殺
作業，並對案例場及周邊道路與附近公共區
域加強防疫消毒。
莊惟超表示，雖然近日氣溫維持高溫炎

熱，但仍有禽流感案例零星發生。接下來梅
雨及颱風季節將到，業者應注意在大雨後導
致禽舍內高溫濕熱，對於禽隻的免疫力將受
考驗，務必做好通風措施，確保養禽場內家
禽的健康。

台南現禽流感
撲殺5590隻鴨

■調查顯示，赴大陸工作已成為台灣畢業生心中首選。圖為昨日，台灣大學舉行畢業典禮，
典禮結束後，學生們開心地跳起來慶祝。 中央社

�����6

78歲的杭家紀，家住江蘇南通市
區虹橋新村。前幾年，熱愛書法的
杭老在牙籤上寫毛筆字。今年起，
他又開始在米粒上寫字。近半年，
他書寫了5,000多個毛筆微型字。
杭老有一定的書法功底，之前幾

年又在牙籤上練過微型書法。因
此，練習一段時間後，杭老在米粒
上寫字也就駕輕就熟了。他每天堅
持五個小時，在米粒上書寫唐詩宋
詞或者歌頌祖國的四字詞語。
杭老的妻子早在20多年前就去

世了，唯一的兒子遠在北京工作。

杭老把書寫微型字作為最大的愛
好，不僅老年生活一點不寂寞，而
且身體骨兒變得更加硬朗。
寫好字後，杭老再進一步加工，

將歌頌祖國的四個字連在一起，做
成工藝品。然後將這一個個作品送
給親朋好友和左鄰右舍。
杭老有這樣的愛好，並且持之

以恒，確實是老有所樂。他通過
這個愛好，不僅抒發自己的愛國
情懷，還不遺餘力地向周圍鄰居
和朋友做宣傳，更加是難能可
貴。 ■網易新聞

據北京市周口店遺址博物館9日
介紹，採用三維建模復原、無人機
測量等先進技術實施的周口店遺址
第1地點（猿人洞）保護建築工程將於
下月完成。3,700餘平方米的保護棚
將為猿人洞撐起一道「保護傘」。
周口店遺址是中國第一批被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
產，猿人洞保存了遺址最完整的
地層序列和豐富的科學信息。
保護棚採用空間單層網殼鋼結

構，以最小化對遺址本體的干

預。保護棚由825塊上下兩層葉片
組成，葉片之間留有空隙，既能
隔絕雨雪、陽光等對猿人洞的影
響，又能使猿人洞通風透氣。
博物館相關負責人介紹，猿人

洞保護建築工程於2015年10月正
式實施，運用了大量先進科學技
術，開展了風洞試驗、排水試驗
等。工程同步實施了保護工程技
術監測項目，既確保了施工中遺
址本體安全，也為今後遺址保護
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新華社

「「瞬間淚奔瞬間淚奔，，致敬致敬！」！」網友網友「「清清

淡百合君淡百合君」」看到一條微博後在留言看到一條微博後在留言

區寫下這樣的感受區寫下這樣的感受。。中國廣播網軍中國廣播網軍

事頻道官方微博事頻道官方微博88日發佈了一張照日發佈了一張照

片並配文片並配文：「【：「【淚目淚目！！戰士的手戰士的手】】

內蒙古汗馬火場撲救中一名戰士的內蒙古汗馬火場撲救中一名戰士的

手手。」。」圖片中圖片中，，一隻沾滿黑灰的手一隻沾滿黑灰的手

被燙起兩個大水泡被燙起兩個大水泡。。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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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周口店猿人洞保護工程下月完工

昨日，河北省邯鄲
市廣平縣南韓村鄉南
韓村的李秀枝老人
（見小圖）迎來102
歲生日，家人和鄉親
們共同為她祝賀。李
秀枝老人生於1916
年，生活規律，性格
開朗，經常走路鍛煉
身體，喜食粗糧和青
菜，現在已是五世同
堂。■圖/文：新華社

五 代 同 堂

七旬翁米粒上揮毫
恒持之每日五句鐘

微博留言裡，很多人都有與
「清淡百合君」相類似的感

受：「心疼！我想對他說聲謝
謝！」「看着都疼，真是辛苦
了！」「（照片）它的名字叫擔
當」……
6月1日至2日，內蒙古發生兩
宗雷擊森林火災，該林火於3日
下午快速向東發展，並蔓延至黑
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6日 10
時，經過3,460名撲火指戰員奮力
撲救，汗馬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火
場實現全線合圍，外線明火全部
撲滅，整個火場得到全面控制。
前述微博照片就拍攝於此刻。
不到一天時間，這條微博就有

16萬名網友為其點讚，9,000多條
評論，7,600多次轉發。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9日轉發了
一條更為詳細的文章，配上不少現
場照片。畫面中，官兵們累得席地
而臥，不少人的臉被熏黑。

「90後」消防員：「家常便飯的事」
也有人說，戰士的手，是一雙
總有傷口的手，他們的這雙手曾
與烈焰抗爭，與死神爭搶，挽回
多少生命。
這張照片讓不少網友想到前幾

天一張「令人心疼」的受傷照。
福建福州的一位「90後」消防隊
員沈伍呷在體能訓練時背部嚴重
擦傷的照片在網上大量轉載，被
網友稱為是「將勳章刻在背上的
人」。
沈伍呷坦言對網友的大量點讚

感到很意外，「因為這對我們消
防隊員來說是家常便飯」，令不
少網友直呼「這句話簡直比照片
還讓人心疼」。
「如果只是單純看曝光在網絡

上的照片，確實稱得上是『最不
美』。」《揚子晚報》評論稱，
「但是如果明白了是什麼原因催
生出這『最不美』的照片，就會
發現，『最不美照』的背後其實
是『人間大美』。」
《新京報》關注感動之外的思
考：對消防員們來說，確實只有
在日常的訓練中盡可能擁有更強
大的體能、更嫻熟的技能、更豐
富的經驗、更沉着的心態，才能
面對火焰而不懼，真正最大限度
地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66日日1010時時，，經過經過33,,460460名撲火指戰員奮力撲救名撲火指戰員奮力撲救，，汗馬汗馬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火場實現全線合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火場實現全線合圍，，外線明火全部撲外線明火全部撲
滅滅，，整個火場得到全面控制整個火場得到全面控制。。 新華社新華社

■■杭老正在米粒上寫字杭老正在米粒上寫字。。網上圖片網上圖片■■杭老的作品。 網上圖片

■■為了撲火為了撲火，，消防戰士的手滿是傷痕消防戰士的手滿是傷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消防戰士們的背上刻上消防戰士們的背上刻上
了了「「勳章勳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