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神 州 大 地 / 台 海 新 聞 ■責任編輯：葉格子、王嘉程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77月月313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

19861986年年，，江蘇省軍區成立江蘇省軍區成立
開山島民兵哨所開山島民兵哨所，，當當

地人武部找到了灌雲縣民兵王繼地人武部找到了灌雲縣民兵王繼
才才，，讓他擔起守島重任讓他擔起守島重任。。王繼才一王繼才一
口答應口答應，，瞞着家人登上開山島瞞着家人登上開山島。。之之
後後，，王繼才的妻子王仕花也辭掉了王繼才的妻子王仕花也辭掉了
小學教師工作小學教師工作，，以哨員的身份陪伴以哨員的身份陪伴
丈夫一同守衛海島丈夫一同守衛海島，，一守就是一守就是3030
年年。。其實王繼才是開山島的第五任其實王繼才是開山島的第五任
「「島主島主」。」。此前幾任呆的時間都不此前幾任呆的時間都不
長長，，最長的最長的1313天天，，最短的最短的33天天。。
島上條件的艱苦程度令人難以想島上條件的艱苦程度令人難以想

像像。。淡水淡水、、糧食糧食、、蔬菜蔬菜、、蠟燭等生蠟燭等生
活用品都要花錢從岸上購買託人捎活用品都要花錢從岸上購買託人捎
帶過來帶過來。。當時兩人的年工資加起來當時兩人的年工資加起來
只有只有33,,000000元錢元錢，，除去生活開支除去生活開支，，
所剩無幾所剩無幾。。

忙於職責忙於職責虧欠家人虧欠家人
夫妻倆每天在島上升起五星紅夫妻倆每天在島上升起五星紅

旗旗，，早晚例行巡島早晚例行巡島；；觀察監視和觀察監視和
報告海上報告海上、、空中情況空中情況，，協助維護協助維護
社會治安社會治安，，救護海上遇險船隻和救護海上遇險船隻和
人員人員，，每天完成守島日記的記每天完成守島日記的記
錄錄，，遇有突發情況要及時向上遇有突發情況要及時向上
級部門匯報級部門匯報。。
因浪大風急無法下島因浪大風急無法下島，，王繼王繼

才曾在島上親手為自己的兒子才曾在島上親手為自己的兒子
接生接生；；因守島有責因守島有責，，夫妻倆夫妻倆3030
多年來僅有多年來僅有55個春節離開孤島個春節離開孤島

與家人團聚與家人團聚。。
讓王繼才感到最讓王繼才感到最

為遺憾的是為遺憾的是，，因為因為
守島守島，，自己的幾位自己的幾位
親人去世時親人去世時，，都沒都沒
能見到最後一面能見到最後一面。。
「「20032003年年 1010月月，，
我父親病重我父親病重。。那時那時
正趕上上級領導來正趕上上級領導來

哨所檢查哨所檢查，，直到檢查結束直到檢查結束，，我才請我才請
假回家假回家，，父親已去世了父親已去世了。」。」
「「兩年後兩年後，，同樣是同樣是1010月月，，一天一天
夜裡夜裡1010點多鐘得到消息點多鐘得到消息，，我的大哥我的大哥
突然去世突然去世，，當時正值戰備執勤當時正值戰備執勤，，情情
況特殊況特殊，，我不能離開我不能離開。。等到國慶長等到國慶長
假結束時假結束時，，偏偏又趕上颳風下雨偏偏又趕上颳風下雨，，
沒有船沒有船，，又等了一星期又等了一星期，，回到家只回到家只
看到一個新墳堆……看到一個新墳堆……」」
「「20122012年年1010月月，，老母親病情加老母親病情加
重重，，等我趕上岸時等我趕上岸時，，她已永遠地閉她已永遠地閉
上了眼睛上了眼睛。」。」
守島這麼多年守島這麼多年，，王繼才始終覺得王繼才始終覺得

對家人有一份虧欠對家人有一份虧欠。。

無懼誘惑無懼誘惑堅守原則堅守原則
一直以來一直以來，，王繼才一家過得很清王繼才一家過得很清

貧貧，，但面對巨額的誘惑但面對巨額的誘惑，，他始終沒他始終沒
有放棄自己的原則有放棄自己的原則。。
開山島獨特的位置開山島獨特的位置，，成了犯罪分成了犯罪分

子眼中走私子眼中走私、、偷渡的偷渡的「「天堂天堂」。」。
19991999年年33月月，，孫某找上了王繼才孫某找上了王繼才：：
「「王叔王叔，，你下島吧你下島吧，，小島讓我來經小島讓我來經
營營，，賺錢和你對半分賺錢和你對半分。。但不能向上但不能向上
級部隊領導匯報這件事級部隊領導匯報這件事。」「。」「不乾不乾
淨的錢堅決不要淨的錢堅決不要！」！」王繼才迅速報王繼才迅速報
告上級告上級。。19971997年年88月月，，縣裡有個單縣裡有個單
位的領導位的領導，，以在開山島搞投資開發以在開山島搞投資開發
為名為名，，暗中卻搞偷渡暗中卻搞偷渡，，有個有個「「蛇蛇
頭頭」」私下找到王繼才私下找到王繼才，，掏出掏出1010萬塊萬塊
現金現金，，求行個方便被他拒絕求行個方便被他拒絕。。

多年來多年來，，夫妻倆先後報告過夫妻倆先後報告過99
次涉及走私次涉及走私、、偷渡等違法事件線偷渡等違法事件線
索索，，其中其中66次被成功告破次被成功告破。。

開山島位於中國黃海前哨開山島位於中國黃海前哨，，鄰近日本鄰近日本、、韓國公海交界處韓國公海交界處，，面積僅面積僅

00..013013平方公里平方公里，，距最近的陸地江蘇省連雲港灌雲縣燕尾港約距最近的陸地江蘇省連雲港灌雲縣燕尾港約1212海里海里，，

島上野草叢生島上野草叢生，，海風呼嘯海風呼嘯，，人跡罕至人跡罕至，，條件極其艱苦條件極其艱苦。。駐守開山島駐守開山島3030

年的灌雲縣開山島民兵哨所所長王繼才年的灌雲縣開山島民兵哨所所長王繼才，，因病醫治無效不幸於因病醫治無效不幸於20182018年年

77月月2727日日2121::2020在灌雲去世在灌雲去世，，終年終年5959歲歲。。如他自己所言如他自己所言，，為了一個承為了一個承

諾諾，，為了一面國旗為了一面國旗，，在開山島守到守不動的那一天在開山島守到守不動的那一天。。 ■■新華社新華社
護島32載

寂寞英雄
守島夫妻守島夫妻

榮獲國家表彰榮獲國家表彰

■王繼才夫婦的兒
子王志國（左三）
和姐姐一家在開山
島上和父母團聚。

新華社

■王繼才夫婦在開
山島上例行巡島。

新華社

了走

■■王繼才夫婦在開山島的最東邊舉王繼才夫婦在開山島的最東邊舉
行向國旗敬禮儀式行向國旗敬禮儀式。。 新華社新華社

■■王繼才在開山島上眺望遠方王繼才在開山島上眺望遠方。。 新華社新華社 兌
現
兌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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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農民的兒子，為了一個承諾，
我選擇了上島；我是哨所的民兵，為了
一面國旗，我留下來守島；我是一名共
產黨員，為了一個信仰，要在開山島守
下去，直到守不動的那一天！」在2014
年的一次報告會上，王繼才如是說。
2014年9月，王繼才、王仕花夫婦被

中宣部授予「全國時代楷模」稱號。
2015年2月11日上午，軍民迎新春

茶話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茶
話會前親切會見了全國雙擁模範代表，
其中就有榮獲「情繫國防好家庭」「愛
國擁軍先進個人」稱號的王繼才。
「總書記詳細詢問了開山島的情況，

還拍了拍我的肩膀說，『辛苦了，辛苦
你們了！』」王繼才說，「總書記這麼
關心我們，我們更要守好開山島，要守
到守不動為止。」
現在，開山島新建了一座愛國主義教育

基地，裡面陳列了王繼才夫婦守島三十年
的很多物件，如190多面被風雨撕破的國
旗、40多本海防日誌、1部手搖電話機、
20台聽壞的收音機、10多盞用壞的煤油
燈。截至目前，已有近萬人上島接受教
育，學習王繼才夫婦堅守孤島三十年，愛
國奉獻的赤子情懷。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每年1,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支持台資企業科技創新與台灣青年創新創業；每年為台灣

大學生提供不少於1,200個就業崗位和300個實習崗位；給予來穗台

灣大學生畢業後每人每月不低於1,500元見習補貼；台青創業項目可

享最高20萬元項目資金資助；分享粵港澳大灣區機遇……昨日起正式

實施的《關於進一步深化穗台經濟社會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下稱「廣州60條」），

將為台商投資廣東廣州提供更多便利，各種支

持雙創的措施成最大亮

點。

「廣州60條」部分措施一覽
1、設立每年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的「台資企業轉型升級與台灣青年創新創
業」資金，對台企轉型升級、技術改造和台
青創業團隊落戶予以支持；

2、為台灣大學生每年提供不少於1,200個
就業崗位和300個實習崗位，對台灣大學生
在穗實習期間的食宿、交通、人身意外保險
費用予以補貼，同時給予來穗台灣大學生畢
業後每人每月不低於1,500元見習補貼；

3、符合條件的台灣創業者可申請5,000元
的一次性創業補助，在本市租用經營場地創
辦初創企業，可申請不超過三年、每年
4,000元的租金補貼；

4、鼓勵和支持台青參加青創杯「廣州青年創
新創業大賽」、「贏在廣州」大學生創業大
賽等，符合條件的獲獎項目可申報最高資金
為20萬元的創業項目資助；

5、支持台灣同胞參加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
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
試；

6、支持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簡稱「台
胞證」）與大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使用；

7、支持在本市工作的台胞按規定參加「五
險一金」，享受相關勞保待遇；

8、符合條件的台胞可按規定申請公租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整理

「廣州60條」發佈 與台胞共享灣區機遇

外交部要「中國台北」認真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台
灣方面提交東亞青運會申復書進行答問時
罕有稱呼「中國台北」，表示在台灣參與
國際活動問題上，始終要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
還有記者提問：據台灣媒體報道，大陸

代表團日前應邀前往台灣參加APEC相關
活動，卻因延遲入境被拒絕入台而返回大
陸。你能否說明詳細情況？
耿爽表示，多年來，兩岸人員參與對方

舉辦的APEC活動有慣例做法。台方違背
慣例做法，導致大陸代表團赴台參加
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數字創新論壇時受

阻，對此應承擔全部責任和後果。
耿爽說，「這件事的事實和性質十分清

楚，台方有關言論企圖混淆視聽、歪曲事
實、推卸責任，不會得逞。」
耿爽表示，我們希望中國台北方面認真

反思，並採取實際行動糾正錯誤。
會後有記者問及：據媒體報道，因部分

在越南台商擔心自身安全，越南政府同意
其在廠區懸掛所謂「青天白日」旗幟。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回答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已向越方提出交
涉，越方已責成有關企業糾正錯誤做法。

作為台商投資大陸的首選地和投資聚
集程度較高的地區之一，廣州已成

為廣大台企台胞創業發展、居住生活的首
選地。為進一步深化穗台經濟社會文化交
流合作，廣州市台辦、廣州市發改委昨天
聯合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深化穗台經濟社
會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從深化穗
台經貿合作、促進穗台社會文化交流、支
持台胞在穗就學就業創業、便利台胞在穗
居住生活等4個方面，提出了60項具體措
施。其中，具有廣州特色類條文共 31
條，佔總數一半以上，體現了廣州賦予台
胞台企同等待遇的決心。

扶持政策窩心 減輕台青壓力
在「廣州60條」中，創業資金資助、
實習及見習補貼、專業技術資格認定、社
會勞動保障、教育等各方面的就業創業扶

持措施最引人注目。去年暑假在廣州實
習、今年畢業後正式在廣州就業的廣東微
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項目經理謝建鋐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支持在廣州工作的台胞
按規定參加「五險一金」，符合條件的台
胞可按規定申請公租房等措施讓他感到
「非常窩心」，這些措施一旦落實將大大
減輕在穗台青的生活壓力。
今年7月開始在廣州實習的高雄科技大

學學生陳韻方則對台灣大學生在穗實習期
間的補貼最感興趣，她認為這些措施有助
於解決台生在廣州實習的後顧之憂。

放寬准入限制 優化投資環境
除了台胞在穗就學就業創業的措施，

「廣州60條」還涉及進一步放寬台資准
入限制、優化台商投資經營環境；支持台
資企業發展實體經濟，與台企台胞共享改

革機遇等方面。具體措施包括台商與台資
企業可分享粵港澳大灣區、國家自主創新
示範區、南沙自貿試驗區、臨空經濟示範
區、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發展機遇，投
資廣州十大重點發展領域和廣州十一項重
點工程，台胞和台企可優先享受南沙自貿
試驗區文化新政等。
廣州台辦副主任鄺偉斐表示，將進一步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更好地服務在穗台
胞，同時有關實施情況將納入廣州重點督
辦事項，並定期評估、及時調整優化政
策，根據需要研究制定更多惠台舉措，不

斷增進兩岸同胞親情和福祉。
截至目前，廣州累計批准台資項目

3,230項，投資總額218.78億美元，常駐
在穗的台商及眷屬超2萬人，台資企業員
工近20萬人。其中，正在建設中的富士
康增城第10.5代顯示器項目總投資610多
億元人民幣，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引進的
最大單筆投資項目，預計投產後年產值達
1,000億元人民幣。2017年，廣州對台交
流共計422項、3,479人次，台灣來穗交流
95項、1,766人次，共有79個台青創新團
隊來廣州扎根創業。

■「廣州60條」惠及台胞措施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穗年1200職位聘台畢業生

■「廣州60條」大力支持台青台企進行雙創。圖為在穗舉行的粵港澳台大學生創新
創業大賽上，來自台灣大學的YOBER創新團隊曹孝嚴（右）和胡翔崴在簽到板前自
拍。 資料圖片

■■耿爽耿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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