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飯不用熱，我帶着路上吃。」中
午12點半，謝茂源腳步匆匆走出北
京市第六醫院，趕往下一出診點。作
為這家市立醫院首位台籍中醫師，他
每周六上午值班。「早上看了49位
（病人）」，許多患者慕名而來，他推
遲了半小時下班。
2002年，在台灣已有10多年中醫

相關經驗的謝茂源來到北京中醫藥大
學學習。談及當年選擇，他說，台灣
中醫趨於飽和，且中醫的根在大陸，
於是決定「登陸」求學。3年後，他
通過了大陸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
卻面臨難以就業的窘境。

求職路遇窘境 開診所獲支持
因沒有人事檔案，謝茂源要進入公

立醫院較難，而私人診所普遍待遇較
低且不穩定。他也曾考慮回台行醫，
但因為各種原因，大陸醫學學歷不受

台當局教育部門承認。與他同年到大
陸求學的台籍醫師林俊生也遭遇同一
難題。林俊生介紹，那年有七八十名
台灣學生到大陸讀中醫，只有個別同
學進入公立醫院，其餘都在私人診
所，不少人回台從事其他行業。
兜兜轉轉幾年，謝茂源結識了北京

金象復星醫藥公司總經理徐軍。在後
者支持下，謝茂源籌劃開設一家以台
籍醫生為主的中醫診所。這個想法得
到了林俊生響應。2009年底，他們
的診所「天承金象」開業。

診費不能報銷 醫術吸引病人
謝茂源出任診所主要負責人，因此

前還未有台籍醫生任大陸營利性醫療
機構負責人的先例，診所未被納入醫
保定點醫療機構名單。這意味着患者
醫療花費難以報銷，「我們只能靠自
己的醫術吸引病人」。謝茂源擅長婦

科、骨科，林俊生主攻兒科，其他醫
生也各有側重。幾年下來，診所逐漸
有了口碑，病人從各地前來。記者採
訪時，遇見一位從浙江金華趕來的患
者，他說自己2015年腰部手術後行
動不便，聽人介紹到此求醫，「現
在，我行動和平常人沒兩樣」。有口
皆碑的醫術，令許多公立、私立醫院
都找謝茂源兼職出診。
現在，除二兒子在台灣，謝茂源一

家定居北京，對於下月即可申領的居
住證，他直呼解決台胞許多問題。兩
個小孩都在京上學的林俊生則表示，
在陸10多年，他感受到了大陸經濟
社會快速發展，也感受到一項項惠台
政策帶來的便利。
當前，台生到陸求學行醫漸成風

尚。以北京中醫藥大學為例，林俊生
說，早期100名額招不滿，現在600
多人爭名額。 ■中新社

「我在大陸做中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辦公廳印

發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並發

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認真貫徹執行。多位

長期往來兩岸、從事文化交流相關工作的台灣人

士昨日接受採訪時表示，申領大陸居住證將為台

胞提供更多便利，進一步助力兩岸交流。現任敦

煌文化弘揚基金會副會長的台胞謝美慶強調，居

住證對於未來想要「登陸」學習、就業及創業的

台青是個好消息。

台胞：居住證助力兩岸交流
台文化人士表讚賞 期待更多便民利民新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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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敦義抨民進黨：
執政缺乏能力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將於9月1日正式
實施。居住證使用18位身份號碼，與大陸居民身份

證位數一致，符合條件的港澳台居民可自願申領。

利民實實在在 增進同胞感情
得知這一消息，正在浙江參加「情繫錢塘——兩岸文化聯

誼行」活動的台灣嚴家淦先生紀念園區執行董事、瀚雅文化
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春霖表示「十分欣喜」。他表示，申
領居住證將更加便利台胞在兩岸間往來。「我從事兩岸交流
工作已有二十餘年，此前經常會遇到購買火車票、飛機票不
方便的情形，而居住證將使台胞享受與大陸居民基本相同的
公共服務和便利，確實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方便。」
陳春霖認為，申領居住證和今年2月大陸出台的「31條惠
台措施」等，都是有利於兩岸同胞往來、增進感情的積極舉
措。他也期待未來有越來越多的便民利民新措施。

共享社會福利 生活更為方便
謝美慶已在大陸生活十餘年，她表示，申領居住證將讓自
己在大陸的生活更為方便，包括工作、交通出行和享受社會
公共服務。「對於未來想要到大陸來學習、就業、創業的台
灣年輕人來說，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她說。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蔡玉美表示，居住證的
推出，讓她身邊很多長期在陸就業、創業的台灣朋友感到振
奮。她說，自己現在使用的是卡式台胞證，和此前的台胞證
相比已便捷很多，但仍會在網絡購票、取票等方面遭遇一些
不便。「兩岸本就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現在台胞可以申領
大陸居住證，這些便民措施的加快推進，也將進一步助力兩
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
國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昨日在全代會
上，批評民進黨當局在經濟、「外
交」、兩岸關係等表現，皆缺乏能
力，相較於前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
執政8年，卻各項表現都名列前茅。
他強調，拚經濟、顧民眾，還是國民
黨比較棒。
國民黨第二十屆第二次全代會，昨

日在新北市舉行。為配合政黨法，國
民黨全代會修正通過黨章，修正重點
包括中國國民黨黨徽入法等。國民黨
全代會並針對黨代表提案進行討論，
其中中央委員行使不分區「立委」同
意權引發激烈討論。吳敦義表示，不
分區「立委」是特別制度，是給暫時
很難開出選票的地區，但不分區「立
委」必須約法三章，要照顧其他選
區。他強調，當前最重要的是，要讓
弱的地方強起來，而強的地方還要更
強。他說，國民黨在南投也曾失去執
政權，但經過「臥薪嚐膽」，這20
年來南投縣長就是國民黨，議長、副
議長及絕大多數議員也是國民黨，靠
的就是團結。只有團結才有力量，任
何地區失去團結，就會失去執政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
道，苗栗縣銅鑼鄉九華山上午發生遊
覽車撞分流車道護欄意外，遊覽車頭
嚴重毀損，擋風玻璃碎裂，造成車內
8人輕傷，分別送醫救治均無大礙，
事故發生原因待釐清。
苗栗縣警方獲報到場處理，初步調

查，這輛遊覽車是由新北市樹林區出
發，車內旅客要前往九華山參拜，但
車輛就快抵達九華山前停車場時，撞
上分流大小車的分隔護欄。
警方調查，此宗事故造成車內8人

受到輕傷，傷患多為年紀較大的長
者，有3人送台中李綜合醫院，5人
送苗栗大千醫院，至於事故發生原因
待調查釐清。

九華山旅巴撞欄
8人輕傷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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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莊12日晚下的那場大雨，

讓人記憶猶新。因為道路嚴重水浸，

火車站附近車輛難以行進，很多人被

滯留在了車站。在巴士全線斷交的情

況下，乘客焦急萬分。突然，一輛巴

士67路車駛來，而巴士司機的一句話

讓大家暖到了心裡。當時，一名乘客

呼喊：「富強大街哪裡停車？」車長

顧鑫回應：「你在哪兒下，我就在哪

兒停！」這一句，讓車上的乘客都安

了心。 ■石家莊廣播電視台

悉心照顧病妻 八旬夫寸步不離

■■1212日晚上日晚上，，河北石家莊暴雨侵襲
河北石家莊暴雨侵襲，，水水

浸令多個路段交通中斷
浸令多個路段交通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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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六十年前，，兩人一見鍾情兩人一見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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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氏夫婦牽手馬氏夫婦牽手
走過走過5656年年，，來來
生還要一起走生還要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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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夜裡，因為暴雨積水，通往火
車站的很多道路都出現了交通中

斷，很多巴士被堵在路上不得不返程
停運。車長顧鑫開着的67路巴士在前
往火車站途中，因路面積水太深，被
堵在了佳農市場站。當時是晚上六點
半，距顧鑫從始發站出車才過去10分
鐘，因為顧鑫開的是電車，一般情況
下，為了安全，巴士會停運返程。但
想到火車站滯留的等車乘客，顧鑫還
是決定冒險再跑一趟。

不斷探測水深 以策巴士安全
由於無法預知前方積水情況，顧鑫只

能開着車一點一點往前挪動。前進幾

米，下車趟水試探一下水深，確定安全
後，回到車上再向前開幾米。
就這樣不斷地下車試探，一點一點地
開着車往火車站挪動。等顧鑫開車到達
火車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正常20
分鐘的路程，顧鑫走了將近四個小時。

免費讓客上車 凌晨兩點收工
在火車站，因為大面積的車輛停

運，不少乘客已經在雨夜裡等候三四
個小時了。顧鑫駕駛的67路車是這四
個小時裡，唯一一輛開到火車站的巴
士，對於站台上等待了幾個小時的乘
客來說，這就是回家的希望。看到這
種情況，不管是不是想乘坐67路車的

乘客，都被顧鑫張羅到了自己的車
上。他提前告知大家路線，盡可能地
讓大家就近下車，安全回家。為減少
等待時間，顧鑫不斷大喊：「不用投
幣了，不用刷卡了，趕緊上！大家都
擠一擠，擠一擠！」希望能夠盡可能
地接走更多的乘客。無奈乘客太多，
一不小心把車後門擠壞了，車門關不
上就無法啟動，顧鑫只能手動打開應
急閥，強行把門合上。
就這樣，漆黑的雨夜裡，顧鑫的67

路車上滿滿當當地拉了一百多號人，
慢慢地駛離了火車站。……送完乘
客，車長顧鑫回到家裡已經是凌晨兩
點多了。

石家莊石家莊水浸行路難水浸行路難
車長車長冒雨送客歸冒雨送客歸

在江蘇南京，有這樣一對老夫婦，他
們相親認識，一見鍾情，結婚時沒有傢
具電器，一頓簡餐就算婚禮。婚後分隔
二十多年，時間沒有沖淡他們對彼此的
深情，攜手56年來他們共同經歷柴米油

鹽的瑣碎生活，卻從沒紅過臉吵過架。
即使妻子患上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他仍寸步不離地照顧她。他
說，兩個人在一起是緣分，就像是上天
安排好的一樣，來生還要一起走。
時隔近60年，丈夫馬忠一仍能清晰記

得他第一次和孫敬康見面的場景——兩
人初次見面是在1961年夏天的鳳遊寺小
學。「她是小學老師，當時梳着辮子，
穿着件花衣服，長得還可以。」

夫妻婚後分隔廿年
翌年，馬忠一與孫敬康結婚。沒有置辦

物件，也沒有什麼儀式，和家人簡單吃了
頓飯就算婚禮。婚後馬忠一便離開南京去
原吉林工業大學執教，除了寒暑假，兩人
只能通信表達思念，一周一次信件往來，

一寫就是十年。1972年，馬忠一調至安徽
滁州工作，離妻子更近了，一有空就回
家。1984年，馬忠一調到原金陵職業大學
任教，終於回到了妻子身邊。
長期離家無法照顧妻女，馬忠一心中

滿是愧疚，至今都覺得虧欠妻子，「我
上半生欠她的，用後半生還她。」

「來生還要一起走」
「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2012

年，孫敬康患上阿茲海默症，舉止異
常，失去記憶，但她記得丈夫馬忠一，
逢人就說「馬忠一是大學老師」，而且
一刻都不能離開他，看見丈夫不在身邊
她便會到處尋找。
馬忠一今年82歲，每天按時給81歲的

妻子做飯、洗衣、餵藥、梳頭……。

患病後的孫敬康舉止異常，會把豆漿
機放到煤氣灶上「燒水」，常常鬧着要
去鳳遊寺小學「開會」……面對孫敬康
的「調皮」，馬忠一笑笑說：「她這是
生病，我就原諒她了」。
馬忠一喜歡俄羅斯的一首詩《短》，

他說一生很短，要珍惜身邊人，如果有
來生還願意和妻子一起走。聽到丈夫的
話，孫敬康也說「來生要一起走」。

■網易新聞

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一個簡
陋的小屋裡，1990年出生的康
曉龍一邊用腳勻速地轉着轉盤，
一邊將黏土放在轉盤上。只見他
手指靈巧地在黏土上飛舞按壓，
幾分鐘時間，一隻精美的花瓶造
型的陶坯映入眼簾。而在屋外，
康曉龍的弟弟康曉剛正在將上好
色的陶坯整齊地擺放進窯內，經
過幾個小時的高溫燒製，他們的
彩陶就要完成了。
康家兩兄弟所做的陶器主要是

對距今約有8,000年歷史的大地
灣彩陶的復原。上世紀70年代
在秦安縣大地灣遺址出土的200
餘件彩陶，是迄今中國發現歷史
最悠久的彩陶。陶器口沿上多繪
有紅色寬彩帶，是中國原始的彩
繪圖案。在大地灣彩陶中，最負
盛名的莫過於人頭形器口彩陶瓶
了。兄弟倆的爺爺康新田在上世
紀80年代就開始對人形瓶進行
復原。在大地灣博物館展示的人
頭形器口彩陶的複製品，就出自
康新田與兄弟倆的父親康存良之
手。
在祖父與父親的熏陶下，兄弟

倆從小就利用課餘時間協助家人
製陶。作為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
產「秦安陶器燒製技藝」第四代
傳承人，這對「90後」兄弟製
作彩陶已近10年。目前，他們
的作品不僅在國內展示和銷
售，還被遠銷到英、法、德、
日等國。「我們希望更多的人
參與製陶和傳承彩陶文化，把
陶文化發揚光大。」提到未來，
兄弟倆一臉憧憬。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