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福建，越來越多的惠及台胞新舉措

正提升台胞生活的便利性。在已經進入尾聲的這個「十一」黃金周假

期裡，福州市多納思維教育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蔡佩紜帶着台灣居民

居住證，從福州到廈門再到广西南寧走親訪友，一路順暢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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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籲「北漂青年」返鄉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中
油公司昨日宣佈，為平穩物價，今日凌晨零時
起不調漲油價，並以現行油價為上限，暫時實
行至年底。未來油價若上漲，由公司自行吸
收。
中油公司原本計劃宣佈今日凌晨零時起，

汽、柴油根據油價平穩機制調整後，皆調漲
0.5元新台幣，相關新聞稿及資料都已準備齊
全，之後卻「大轉彎」。中油表示，擔心油價
上漲影響物價波動，因此決定自行吸收所有漲
幅，同時也宣佈將以現行價格為天花板上限，
意味着到年底前油價只會比現在低，不會再上
漲。

為平穩物價
中油油價凍漲至年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前
台灣地區領導人陳水扁有意出席兒子
陳致中選舉晚會，聲稱已有被抓回去
的最壞打算。台中監獄昨日指出，至
今未接到陳水扁申請。
陳致中投入高雄市議員選舉，正
保外就醫的陳水扁在 facebook發文
稱，10月 28日將為陳致中競選總
部成立晚會站台。他並稱，台灣當
局劃出的規定標準認定不一，讓他
無所適從，已有被抓回去的最壞打
算。
台中監獄回應，至今未接獲陳水
扁出席任何活動的申請。陳水扁若
要參加與治療無關的活動，必須要
提前申請，經獄方批准才能參加，
希望陳水扁和家人注意保外就醫規
定，詳情獄方會再了解。
陳水扁被判刑至今已有三度被台

中監獄判定違規，但都只是發函警
告。他 2017 年 5 月出席感恩餐會
時，通過錄影致詞大談政治。台中
監獄認為扁已違反不談及政治規
定，發函要求他勿逾越相關規定。
2018年1月，陳水扁出席前台灣地
區領導人李登輝壽宴，卻未事先提
出申請，台中監獄要求他應在7天
前提出申請，最後以更嚴厲口吻警
告。2018年3月，陳水扁參加陳致
中的造勢活動，獄方認定扁違反不
上台規定，決議今後他若申請這類
性質活動，皆不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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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北漂
青年」返鄉投票議題不僅增添選戰話題，
也成各參選人積極爭取青年選票的戰術之
一。中國國民黨也將在選戰最後階段，訴
諸年輕人返鄉投票，用選票決定自己家鄉
的未來。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洪孟楷表
示，今年年底選戰，就中南部的選情來
說，青年返鄉投票的議題越炒越熱，國民

黨當然也看到這樣的趨勢，將在選戰最
後，宣傳並主打青年返鄉投票議題。
洪孟楷指出，過去青年返鄉議題，綠營

操作較多，這與中南部縣市長期為綠營執
政有關。但今年8月突如其來的大水，凸
顯南部執政縣市執政失利。

農村青年出走情況嚴重
此外，經濟不景氣，造成年輕人必須遠

離家鄉到北部或海外工作的趨勢，也讓這
波議題備受關注。
他認為，年輕朋友並非不想待在家鄉工
作，但是薪資低、發展機會缺少。嘉義市
還算是雲嘉地區的生活消費中心，情況尚
好。但在偏遠的農村地區，青年出走情況
則更嚴重。
洪孟楷指出，尤其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

瑜所喊出「北漂青年返鄉投票」更是掀起

話題。韓國瑜想要強調的是這次的高雄市
選戰關鍵絕對不只是在地的民眾，還包含
過去20年出走外地工作的年輕朋友。他
表示，選戰最後階段將主打並訴諸年輕朋
友返鄉，以及全台縣市打團體戰。台灣民
主已經發展成熟，民眾有智慧判斷誰才是
真正能夠治理城市、拚經濟。「催出青年
返鄉投票的關鍵，就是在於訴諸這是對執
政者的不信任投票。」洪孟楷說。

居住證助台胞出行「提速」
憑證可入住任何酒店 買票「省時省錢」

蔡佩紜說，9月29日她剛剛領到台灣
居民居住證，「聽其他已經領取了

居住證的台胞朋友說很方便，趁着放假前
趕緊辦理，在假期裡體驗一下。」此次出
行，已在網絡上購好動車票的蔡佩紜用台
灣居民居住證一刷，就順利通關了。而此
前，她必須到火車站的售票窗口排隊出
票。

「使用起來覺得很便利」
而且之前出差或旅遊時，蔡佩紜常常為
住酒店「頭疼」。她常因無法錄入身份信
息而不能入住某些普通酒店，通常四星級
和五星級的酒店才可以憑台胞證入住。這
次在廈門，她隨便找了一家酒店，用台灣
居民居住證一刷，酒店就錄入了她的身份
信息，順利辦理了入住手續。「使用起來
真的覺得很便利！」蔡佩紜說，她希望未
來隨着越來越多場所的系統完成升級，僅

帶一張台灣居民居住證就可以在大陸暢通
無阻。
在福州一所高校任教的陳姓台籍教師，

以前一直擔心長假「太折騰」而「懶得出
門」。但這個假期，他選擇去周邊的平潭
遊玩，逛台灣商品免稅市場，遊海壇古城
及品嚐當地小吃。「有了台灣居民居住
證，出行、住宿都更加便利。」陳老師
說。出行前，他用台灣居民居住證在網上
購買了福州到平潭的汽車票，到汽車站直
接刷居住證取票、買保險。
假期結束後，陳老師要去北京參加學

術會議。這次他選擇從福州乘飛機到天
津，再乘京津城際鐵路到北京。他表
示，已經用台灣居民居住證在網絡上買
好機票和動車票，「省時省錢」。陳老
師經常赴大陸各地參加學術會議，如今
有了台灣居民居住證，也讓他在參加會
議時更便利。陳老師說，以前參加學術

會議，在進行網絡系統報名時，因為8位
數的台胞證號碼無法錄入而受阻。現
在，用台灣居民居住證，他就可以成功
報名參會。
在福建師範大學就讀的台生簡以信以前

出行時，持台胞證去火車站窗口買票排隊
20分鐘是常態，最長的時候他曾經等過兩

個小時。因此，他以前通常至少提前兩小
時到火車站。而在這個國慶假期裡，剛剛
領取了台灣居民居住證的簡以信在自助取
票機上僅花兩分鐘，就取到網購的動車
票。他說：「有了居住證方便很多，下次
想試試不取紙質車票，直接拿居住證刷閘
機通關。」

■■台胞展示通過台灣居民居住證購買的動車票台胞展示通過台灣居民居住證購買的動車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十一」黃金周即將結束，不少回鄉過節的人都準備

回程。與此同時，許多網民開始在各類社交媒體上晒出

親人為他們準備的各種家鄉特產照片。不少極具特色的

地方農作物，塞滿了車尾箱及行李袋。有網民留言稱

「有一種愛，叫我媽可能覺得我在外面會餓死」。

■央視新聞公眾號

「十一」黃金周接近尾聲，
一場小雪降臨寧夏賀蘭山國家森
林公園。來自甘肅的遊客千雲霞
在一睹「賀蘭晴雪」勝景之後，
帶着好心情下了山，同時還帶下
來滿滿一袋垃圾存進山腳下的
「垃圾銀行」。
這個「垃圾銀行」設在景區
內一處停車場的顯眼位置，由
四個大型垃圾箱組成。遊客把
垃圾投入箱內，便可換取枸
杞、扇子、非遺手工製品等景
區紀念品。
「這麼漂亮的景色，不應該污

染它。這個袋子裡有我自己的垃
圾，也有撿別人的，我換回的不
僅是個小禮品，而是一份大自然
的美。」千雲霞說。
橫跨寧夏和內蒙古兩省區的賀

蘭山，是中國西北地區重要的生
態屏障。寧夏賀蘭山國家森林公
園位於賀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內，其巍峨的峰巒、茂密的森
林、靈動的岩羊等每年吸引大量

遊客前來遊玩。
為了鼓勵遊客文明出遊，今年

7月28日，「繫上藍絲帶」美麗
公約環保義工活動在寧夏賀蘭山
國家森林公園拉開序幕，「垃圾
銀行」也正式「開業」。「垃圾
銀行」活動負責人薛艷告訴記
者，「十一」黃金周期間，義工
每天給上山遊客發放垃圾袋兩千
個左右。

獲評「環保大使」3年內免門票
「活動開展以來，遊客亂扔垃

圾的現象明顯減少了。」看到越
來越多的遊客帶着環保袋上山，
景區清潔工白玉印心裡很高興。
據了解，景區還為「垃圾銀行」

的「儲戶」建立了檔案，將每年從
中評選出「環保大使」，獲選者可
在3年內無限次免景區門票，同
行的朋友可享受門票半價優惠。
「提高遊客的環保意識，倡導

文明旅遊的理念，是個長期的過
程，我們也會將這項活動長期開
展下去。」寧夏賀蘭山國家森林公
園副總經理王安平說。■新華社

河北省武強縣6日舉辦了全球最
大規模的鋼琴合奏活動，在健力
士認證官及幾千名觀眾的見證
下，666架鋼琴同時奏響，成功挑
戰了健力士世界紀錄。
在當天「點亮音樂陽光成就藝術

夢想」關愛盲童大型公益系列活動
中，來自8個國家與地區的33位國
際鋼琴大師攜手盲童及來自全國各
地的鋼琴老師、學生、琴童及音樂
愛好者在666架鋼琴上齊奏舒伯特
的《軍隊進行曲》。
在活動現場，主舞台有40架鋼
琴象徵改革開放40周年，其餘鋼
琴則圍繞廣場一圈，並擺出數字
「666」造型。據介紹參與此次挑
戰的666架鋼琴總價值超過5,000
萬元人民幣。
當晚經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

羅瓊宣佈，最終有效參與人數為
639人，成功打破了2007年由韓
國人在仁川創造的555架鋼琴合

奏紀錄。
羅瓊表示，自從1996年創下第

一項鋼琴合奏的世界紀錄以來，
此次已經是第四次打破該項世界
紀錄。她希望能通過這次挑戰，
讓更多的人認識高雅音樂和音樂
教育。
因為挑戰恰逢國慶假期，參加

挑戰的選手也用悠揚的音樂祝福
祖國繁榮昌盛，表達對祖國濃濃
的深情。鋼琴教師池振華說他專
門從貴陽帶來了9名學生，希望通
過這次活動對他們進行鍛煉，同
時也讓他們通過演奏來為國慶獻
禮，讓他們從小熱愛祖國。

■新華社

垃圾兌禮品 賀蘭山新招保美景

■■有一種愛叫做有一種愛叫做「「媽媽媽媽
給裝的車尾箱給裝的車尾箱」，」，滿滿滿滿
當當當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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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一早就在農田忙活家人一早就在農田忙活，，將自己將自己
種的蔬果給子女帶走種的蔬果給子女帶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記者注意到，微博昨日被各類車尾箱照片刷
屏，有網民說，外婆知道她即將離開，從一

大早就開始在農田東掘西掘，將掘起的食物塞滿其車尾箱，
當中包括冬瓜、南瓜、生薑等，感覺就像將整塊田都搬來
了。
除了農作物外，其他網民也晒出家人親手做的食品，例如
馬蹄糕等，更有人要抬走一大罐土榨花生油；樣樣都充滿家
鄉的味道。

網友：「南瓜吃到冬天沒問題」
網友@卷毛兒囡囡1015：要回城了，晒晒車尾箱！滿滿的
都是家鄉的味道！外婆從一早就開始在地裡忙活了……地瓜
早就挖出來了。冬瓜，南瓜，玉米，青菜，毛豆，番薯葉，
生薑，自己做的米粉乾……
網友@千島之偉：滿載而歸，都是土貨，冬瓜，南瓜，花
生，番薯，菜籽油，玉米，茶葉……
網友@小南瓜會飛：婆婆，真的夠吃了！這麼多南瓜吃到
冬天沒問題……
網友@xuyanayu：滿滿滴，搬家一樣。
除了土特產，還有不少是家人親手做的禮物。網友@心

花放：帶上了媽媽親手做的馬蹄糕。網友@小爺：媽媽
在我行李裡塞了我最愛的家鄉小柚柑。網友@關子：老
媽從老家帶回來的一大罐子土榨花生油，很重但是香得
不得了。

河北666鋼琴合奏破世界紀錄

■位於寧
夏賀蘭山
國家森林
公園的「垃
圾銀行」。
網上圖片

■■河北武強縣河北武強縣
666666架鋼琴齊奏架鋼琴齊奏
現場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