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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25歲的年輕姑娘章晶晶肩負重託，隻身來到七里村擔任專職鄉村護士。憑着一顆真心，她成了
老人們離不開的「貼心小棉襖」。七里村是個大村，
村民有4,000多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就有900多
位。6年前，章晶晶到了七里村，工作就是為老人們做
好醫療服務，成為衛生院和村裡的銜接橋樑。

不出一年 認全全村長者
剛到村裡，活潑的姑娘就開始按資料挨家挨戶地拜
訪老人，這家老人是糖尿病，那家是偏癱……章晶晶
給老人和家屬講解對應要點，提醒需要買什麼藥，如
何服用。看到她的「異常熱情」，不少家屬犯嘀咕，
以為她是來推銷藥品的。原來，之前來村裡的醫護人
員，沒一個像章晶晶這樣「無事獻殷勤」的。
「我是衛生院派駐七里村的責任護士，以後你們

的健康我負責。如果你們抓到我推銷藥品，請拿我
當沙包練拳吧！」章晶晶毫不客氣地說。那一年，
章晶晶才25歲。村裡900多位老人，不出一年，她
基本認全。
79歲的方才章大爺，是個「老頑固」，對於村民
們說「晶晶好」很是不服，他認為大家只看到了表
象。於是，方才章開始了對章晶晶的「跟蹤」。
從村頭到村尾，有4公里路，章晶晶走了無數遍，
方才章也偷偷跟着她走了幾趟。「我看她背着血壓計
等工具，經過有患病老人的住家時就去敲門，好像每

一戶人家的情況都刻在腦子裡，連資料都

不用翻。」方才章說。
只聽晶晶一進門就喊：「『阿

富叔，您最近在忙啥，我記得你
降壓藥明天就吃完了，趕緊去醫
院拿藥呀！』聽得我心一顫，這
丫頭居然連誰家的藥快吃完了都
記着。」……陸續「跟蹤」了半
個月，方才章也成了晶晶粉絲。

自發投票 寫名字按指印
9月 25日，癱瘓多年、已經
85歲的何阿春，一早就讓保姆
將她推到村裡大禮堂，她讓保姆把自己的名字寫上，
又用顫顫悠悠的手按下了紅指印。「大家都來給晶晶
投票，我哪能掉隊？」
原來，前段時間，村裡老人在電視上看到台州當地
要搞「台州好兒女」評選活動，大家沒徵得章晶晶同
意，就給她報了名。評選活動需網絡投票，但老人們
大多不會用智能手機，所以才用寫名字和按指印的方
式來代替網絡投票。村裡不少老人原先不會寫字，為
了能給晶晶投上一票，硬是學會了簽名。
章晶晶說，「這些阿公阿婆老是『先斬後奏』，他
們900多個老人，是我的忠實粉絲，會一直支持
我。」說到這裡，她的眼眶濕潤了，「他們都把我當
女兒一樣疼愛，我無以為報，只能盡心盡力管好他們
的健康，讓他們長壽幸福。」

一個暑假、五個學霸、逾10萬
塊樂高積木……在剛剛過去的這
個夏天，來自西北工業大學的學
霸團隊，用整整一個暑期，耗費
400多個工時，用雙手搭建出中
國高校圖書館第一個大型樂高沙
盤。而為了讓這座「圖書館」內
飾外觀絲毫不差，學霸們動用了
航拍、三維建模，且六易設計方
案，只為還原最真實的細節。學
霸們亦希望通過最嚴謹的科研態
度和科學方法，用工匠精神將別
人眼裡的玩具用心打造成一件不
可多得的藝術品，獻禮母校80華
誕。
據介紹，該團隊主創宋亦仁是

眾 多 AFOL （Adult Fan of
LEGO）中的一員，在他看來，
樂高不僅是孩子手中的玩具，也
是藝術家手中表達想法的工具。
在這個暑假，當BUGATTI首席
試車員將一輛真車大小的樂高超
跑開上跑道時，他們就決定用樂
高為母校做一件特別的禮物。

注重光影效果 細節追求極致
學霸們以高數考滿分、論文發

核心、競賽獲大獎的勁頭攻克作
品。雖然前期進展順利，但隨着
工程的推進，許多意想不到的困
難也隨之而來。對於真實還原圖
書館，團隊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
零件色差。由於很多零件已經不
再生產，無法找到同樣色系的零
件。最終，學霸們選擇用手裡現
有略淺的零件拼圖書館向陽面，
較深的拼背光面，中間交界部分
用類似交叉溶解的方法來過渡，
完美地呈現了陽光下圖書館的真
實光影效果。

過程中，隊員們也有過分歧，
主要在於「那些從外面不容易看
到的地方，內飾還要不要完全還
原」。最後，所有人都還是選擇
了追求極致，最終，他們按照圖
書館真實情況，幾乎還原了圖書
館裡所有的內飾，不僅在積木圖
書館內部按比例放置了所有桌椅
沙發，還拼裝了400多個書架，
甚至連地磚顏色、牆的走向等都
完全還原。
「雖然遇到了不少困難，耗費

了很多時間，但我們覺得很值
得！」主創宋亦仁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昨日，「中國鄱陽湖淡水魚之
鄉」、「中國漁俗文化之鄉」——江
西省上饒市鄱陽縣在該縣樂豐鎮茨山
村舉辦龍蝦千人宴，與來自全國各地
的遊客、知青分享美食。
在大廚的張羅下，一盆盆色香味俱全

的龍蝦被端上桌子。食客們對着桌上的
美味「張牙舞爪」，樂此不疲。色澤鮮
紅的龍蝦讓人味蕾綻放，兩指合攏，輕
輕一掰，伴隨一聲脆響，白嫩的蝦肉隨
即脫殼而出。知青劉阿姨此次與老伴、
姐妹們一道從景德鎮回鄉，一是嚐嚐家
鄉美味，二是共敘鄉愁情誼。「這個國
慶節真的是很有意義！剛剛看到，演員
們在演繹我們當年在茨山村的生活場
景，生活條件艱苦，但是激情澎湃。」
劉阿姨說。
據悉，茨山分場屬樂豐良種墾殖場

下屬單位，農場原身為中國人民解放
軍福州軍區江西生產建設兵團第六
團。曾有2,000餘位上海知青、600餘
位景德鎮知青、600餘位本地知青在
此奉獻了青春，凝聚了一代知青的鄉
愁。該鎮於2017年啟動並完成了「知
青茨山」秀美鄉村建設，打造出了一
座樂豐與老知青們緊密聯繫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護士駐村六年

浙江台州黃岩七里村是遠近聞名的「武術之

鄉」，村裡老老少少都會來幾下子，一般人可惹不

起。這個村有900多位老人，最近不少不會寫字的

老人在學寫自己的名字。字跡很是稚嫩，就像幼兒

園小朋友的手筆。老人們這是幹啥？原來，他們是

要為駐村護士章晶晶投票評優。老人們是「先斬後

奏」，瞞着章晶晶把她推舉為候選人。 ■新華社

昨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9歲
華誕。早晨，少林寺於山門廣
場舉行升國旗儀式，藉此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
這是少林寺首次在國慶日舉行
升國旗儀式，也是少林寺建寺
1,500多年來的第二次升國旗儀
式。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河
南省佛教協會會長、中國嵩山
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攜少林寺兩
序大眾、十方善信共同參加。
早上7時，少林寺國旗護衛

隊邁着整齊矯健的步伐，護衛
着國旗從少林寺山門步入山門
廣場。在高亢的國歌聲中，全
體僧眾合十肅立，注視鮮紅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來自河南鞏義的一位遊客說，他之前在網上看到

少林寺8月27日首次升國旗的儀式。這次是專程趕
到少林寺現場看，內心很激動。7月31日，全國性
宗教團體聯席會議第六次會議在京舉行，發出《關
於在宗教活動場所升掛國旗的倡議》。嵩山少林寺
率先行動起來，於8月27日早上在少林寺山門前舉
行升掛國旗儀式。
少林寺方面亦透露，今後重大節日，少林寺都將

舉行升國旗儀式，也希望廣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
眾增強愛國、愛國旗的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 老人們自發為老人們自發為
章晶晶投票章晶晶投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章晶晶與患章晶晶與患
病老人交流病老人交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章晶晶為村章晶晶為村
裡的長者量血裡的長者量血
壓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陝學生10萬塊積木
完美完美「「還原還原」」校圖書館校圖書館

■積木圖書館（左）與學校真實圖書館對比。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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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旗在少林寺
上空飄揚。

香港文匯報
河南傳真

照顧900「爹媽」

A? 特 刊 ■責任編輯：XXX ■版面設計：XXX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工銀亞洲推出電子支付產品「e秒轉」並推出
優惠

當晚到會的新總首長、董事包括會長張
德熙，主席王振聲，會務委員會主席

周駿達，副會長何光耀、梁鐵夫、齊光華、
李國強、區宇凡、張永德、葉沛霖，副主席黃
志源、鄧錦添、梁金塘、莊金寧等約50人。
主席王振聲提到，新總將於今年11月7至9日期間舉行大

灣區拜訪交流活動，當中將拜會多家當地企業、廣東省人民
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等，他呼籲各會
董及會員踴躍參加。另外，新總有意和懲教署於明年一月底
期間合作舉行一個獎勵活動，以表揚一批為市民服務的「無
名英雄」，並讓大眾了解懲教署的工作及懲教人員的工作辛
酸。此外，新總將迎來60周年會慶，希望一系列慶祝活動
能辦到有聲有色。
會長張德熙亦補充指，一直以來，「更生人士」這個計劃
辦得那麼成功，懲教署人員實在功不可沒，他們積極協助改
過的「更生人士」順利重返社會，為社會加添正能量，致力

使香港社會實現穩定和發展，所以他希望透過與懲教署
合作推一個獎勵計劃，以表揚這班「無名英雄」，而這
個活動也將是慶祝新總60周年的一個主打活動。
謝展寰其後針對本港的環保問題作主題演講，他表示，

為建立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智慧城市，在環境方面確實面對
諸多挑戰和問題，當中包括要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建築物節
能、減廢問題等。他稱，減少廢物確實是一項嚴峻挑戰，而
環境局積極推動清潔回收，而且計劃在2019年底實施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他相信只要把廢物價值提升，才能鼓勵
市民減少廢物，因為他們拋棄和製造廢物需付出代價。此
外，當廢物價值升高，回收推動力亦可大大增加。
在推動可再新能源發展方面，他提到當局已與兩電商討並

正式引入「上網電價」，容許用戶以可再生能源發電，而每
度電3至5港元的收購價具吸引力。他稱，香港可再生能源
發展潛力為3至4%，「上網電價」是最好又最適合香港的
可再生能源政策。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日前順利投產
香港金管局重要金融基礎設施 FPS 即「轉數
快」，並於9月30日起正式推出全新電子支付產
品「e秒轉」與多重獎賞和禮遇，最高可累計獲得
70港元的現金獎賞，或有機會贏取 iPhone XS
Max 或iPad獎品。
數據顯示，本地仍有很多客戶習慣使用支票結
算，不僅耗費大量人力成本，更不利於節約環
保。FPS（Faster Payment System）是香港金管局
對本地電子結算ECG系統（Electronic Clearing）
的全面升級，旨在構建更加高效、便捷、安全、
環保的支付通道。工銀亞洲基於FPS「轉數快」支
付通道為客戶量身定做了「e秒轉」轉賬產品，客
戶可通過網上銀行／手機銀雙重e渠道、「免費」
享受更加easy、「秒」級到賬、7*24小時全年無

休的全新支付新體驗。
客戶在9月30日至11月30日期間以工銀亞洲客
戶登記該行賬戶為「預設收款賬戶」，並成功收
款1筆，即可獲得50港元的現金獎賞，限首5,000
名客戶；透過工銀亞洲手機銀行或網上銀行付款1
筆，即可獲得20港元的現金獎賞，限首5,000名客
戶；成功登記預設收款賬戶的客戶、透過「e秒
轉-FPS」收款或付款的客戶，均可獲1次抽獎機
會，有機會贏取iPhone XS Max 512GB（名額3
部）或iPadWi-Fi 128GB（名額5部），每位客戶
最多可獲10次抽獎機會。

信和集團聯同樹藝師及社區夥伴將旗下管理物業
範圍內受早前吹襲本港的強颱風「山竹」影響的樹
木循環再用及升級再造，善用珍貴資源。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表示：「樹木資源珍貴，

不少載有社區鄰里的美麗回憶。我們希望更好善用
天然資源，循環再用樹木及樹枝，更冀望透過這一
小步，提高大眾對保護市區綠化空間的意識，以及
成為在風後復修和建築過程中的常態做法。」
集團安排收集旗下管理物業範圍內倒下的樹木

及樹枝，委託合資格承辦商檢查、分類及挑選健
康狀況仍然良好樹木循環再用或升級再造，減少
棄置堆田區的園林廢物。措施包括：將樹木及樹
枝切碎，經適當處理及自然降解製成覆蓋物鋪於
泥土表層，為集團物業和社區夥伴的園林種植之
用；呼籲租戶、住客、客戶及員工參與收集細枝
及枯葉物製成覆蓋物及肥料；利用合適木材製成
園圃圍欄；與藝術工作者合作升級再造木製家
具、花槽及藝術品等。

信和響應樹木循環再用及升級再造

工銀亞洲配合FPS
推出全新支付產品「e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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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總商會第十二屆董事

會第六次會議日前假尖沙咀

喜來登酒店舉行。會議報告

過去一個月的活動情況，討

論並通過上次會議紀錄、截

至8月份財務收支報告及新

增董事及會員名單，預告近

期活動及董事例會。環境局

副局長謝展寰應邀出席並就

本港環保問題作主題演講。

新總董事會議邀謝展寰講環保

■■謝展寰講話謝展寰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