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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版「雙城論壇」深廈呼聲高
高市府：與陸方談判後再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在近日舉辦的福建福州
市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期間，該會
特邀台籍委員、福州市台協會榮譽
會長蔡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希望邀請在榕台籍教師
中的優秀人才成為福州市政協會議
的列席人士。
蔡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群高
校台籍教師中有「國家千人計劃」的
人才、文物保護修護專家、城鄉規劃
的學者以及遠從美國迪士尼工作返台
後到榕的優秀人才。他們之中，甚至
有人攜家帶眷扎根於福州。
蔡聖還表示，希望邀請其中的優

秀人才成為福州市政協會議的列席
人士，促進榕台融合發展；由於這
些老師在台灣有成千上百的學生，
影響層面大，他們將會是一批對兩
岸交流有重要影響的族群。
他說：「誠摯祈盼這些優秀的台

籍教師們能在福州這片沃土上得到
領導的高度重視與關切。無論在促
進企業轉型升級發展或振興農村經
濟，參與美麗鄉村計劃，文創領域
及最近熱議的森林康養等方面，希
望都活躍着台灣同胞的身影。」
蔡聖表示：「近兩年，台灣高校
教師來榕任教是不可忽視的新族
群，近200名碩博士投入在榕高

校。（他們）不僅是高校的生力軍，也是社
會的人才資源寶藏！」蔡聖稱，在福州市台
辦與福州市台協會的支持下，大陸台協會首
個人才委員會於去年在榕成立，以便照顧赴
榕發展的台籍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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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農業委員會昨日表示，台當局為防堵「非洲
豬瘟」，廚餘須高溫蒸煮達中心溫度攝氏
90度、持續一小時後才能餵飼豬隻；但隨
着疫情擴散蔓延，農委會也逐步補助農民轉
型，以飼料取代廚餘。若「非洲豬瘟」仍入
侵台灣，將立即禁止以廚餘養豬，防堵任何
可能傳染途徑。
台灣地區「環保署」說，若全面禁止用廚

餘養豬，廚餘量大於16公斤餐廳、旅館業
者，需自行負擔清運費，每噸約兩千到三千
元新台幣。

台當局：全面防堵「非洲豬瘟」盧麗安：民族復興 台不能缺席
 &

「《告台灣同胞書》發
表40周年，在滬台胞十分
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紀
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在滬
台胞們聽了十分振奮。在

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藍圖
中，台灣不能缺席。」上海市台灣同胞
聯誼會（下稱上海市台聯）會長盧麗安
昨日接受專訪時如是說。

在滬海歸台胞創新沙龍、滬台姐妹聯
誼交流、滬蘇浙常住台胞「做一日上海

人」、「在滬兩岸婚生子女小台胞慶
祝」、「六一節」系列活動、2018滬台
預防醫學理念論壇……剛剛過去的一年
裡，上海市台聯在城際和民間交流方面
取得豐碩成果。

盧麗安表示，上海市台聯積極發揮民
間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和優勢，積極增進
台灣青年對赴大陸就學、就業、創業等
相關政策和環境的了解，既讓台灣青年
感受到參與和共享祖國大陸發展的真誠
和善意，又讓他們開拓視野、學習經

驗、把握機會、鼓勵並支持他們積極參
與祖國建設。

在盧麗安眼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
的重要講話，不應該只是講話，還應該
落到實處。展望今年，上海市台聯要繼
續堅持推進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促
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深化與台灣
更多領域專業人士的聯繫交往、拓展與
台胞社團的交流往來。

盧麗安說：「去年中央以及各地相繼

出台的許多舉措，都增強了台胞專業人
士來大陸發展的便利性，一步步為兩岸
融合共贏積累能量。島內社會賢達與前
輩均擔憂，兩岸如果不加強合作，台灣
只會越來越固步自封，失去更多的機會
與優勢。因此，大家都不願看到兩岸持
續分離，再陷入不來往、不溝通、以恫
嚇處罰為手段的歷史糾結。我們希望留
給子孫們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
諧、美麗的新世界。」

■中新社

韓國瑜上任後射出的幾支政策「令
箭」都與兩岸有關，也讓高雄版

的「雙城論壇」受外界矚目。目前，
廈門與深圳是呼聲最高的候選城市。

深圳屬性近 但台商較少
海基會前副董事長高孔廉建議與深

圳共辦「雙城論壇」。他說，無論是
「高深」的名詞意涵，兩市的面積、
緯度以及城市屬性，都有一定的相近
或互補性。
據台灣《旺報》報道，高孔廉表

示，跑遍大陸大大小小的省市，他認
為當前兩岸最容易入手的就是城市交
流。他指出，深圳與高雄的緯度相
近，是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進步飛快

的代表城市，從一個小漁村蛻變為現
代化的新都市；且包括騰訊、華為等
科技巨頭的公司總部都在深圳，值得
觀摩。
從面積來看，高孔廉指出，高雄面

積3,000平方公里，深圳約2,000平方
公里；深圳幾乎已無農業發展空間，
高雄則尚有大片農地；兩城正好可以
互補；人均GDP方面，高雄有二萬四
千多美元，深圳有二萬八千美元，因
此兩城的消費購買力也值得期待。另
外，去年12月初，時任新北市副市
長、現任高雄市副市長的李四川曾到
深圳行銷農特產品。
然而，深圳的劣勢在於，其位於廣

東省，而廣東地區的語言是粵語，因

此高雄會形成與香港「爭地盤」的窘
境；且深圳的台商也較少。

廈門言相通 但缺乏產業
另有知情人士則透露，韓國瑜就職高

雄市長當日，大陸方面有派出廈門籍、
有官員背景的人士參加就職典禮；雙方
也談論了廈門與高雄對接的議題。
此外，由於語言相通，台商在廈門

的活躍也是一個考慮因素。廈門屬於
福建轄下，閩台五緣相親、地緣相
近，緯度類似，台商也在積極爭取。
福建省原就是大陸對台工作先行先試
的重點，未來若是以廈門對接高雄，
廈門也將成為福建對台的窗口。從廈
門為輻射點，再加上泉州、福州能先
形成片區，再延伸到海西，未來將成
為兩岸合作的先行區。然而，廈門的
房地產與觀光業雖興盛，卻無產業。
不過，高雄市府人士指出，無論是深
圳或廈門，韓國瑜都樂觀其成；最終選
擇將取決於與大陸方面談判的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上任

後，外界對於高雄版的「雙城論壇」猜想紛紛。其中，廣東的深

圳與福建的廈門是呼聲最高的候選城市。高雄市府稱，最終選擇

將取決於與大陸方面談判的結果。

■■廈門廈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深圳深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科大大一新生于欣（化
名）剛結束軍訓，父親在煤礦
遭遇塌方，不幸遇難。龔太平
整理了于欣軍訓、學習的相
片，最珍貴的一張，是開學時
他抓拍到父女同框的一幕。相
片裡，父親穿着深色的襯衣，
提着裝滿棉被的大箱子，彎着
腰陪在她身邊，耐心地等她辦
入學手續。
待于欣處理好父親後事返

校，龔太平把她叫到了辦公
室，遞上3張相片，「這2
張相片給你和妹妹，上面有
你的父親，另外1張送給你
媽媽。你和妹妹都在外讀
書，讓這張照片替你陪着媽
媽。」把手放在和父親唯一
一張合影相片上，于欣哭
了。
龔太平還曾翻遍了學生檔

案，發現班裡有半數學生都
曾有留守兒童經歷。他做了
次嘗試，手寫了96封信，
給96位父母寄「家書」，
信上記錄學生的生活點滴，
還給上百個家長打了電話。

最近，在重慶陸軍特色醫學中心（大坪醫
院）心血管內科二病區護士辦公枱上，放了
一本2019年的枱曆。這枱曆雖然看上去和大
部分枱曆類似，但不同的是，這是一本手繪
的枱曆。「光看枱曆，肯定看不出作者是個
快接近百歲的老人！」心內科護士長文倩介
紹，枱曆是去年12月底一位突發心血管疾病
入院的病患馬劍保老人送給護士們的，「送
了兩本，我一本，他的管床護士一本。」

枱曆一共十三張，首頁畫着一個太極陰陽
圖，圍着太極圖標寫着「乾、坤、離」等八
卦名詞，每一月份的畫面都非常精緻，線條
都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如一月的月曆正中間
是一個同心圓，被平均分為十等份，用不同
的顏色區分，每一部分又用細細的黑線標註
出從1至31的31個數字。除了第十部分，前
九個部分每個部分分別對應三個阿拉伯數
字，代表着日期。每個日期的下方，則用中

文寫着對應的陰曆日期，且陰曆都用黑色的
簽字筆書寫，遇到節氣則用紅筆寫。枱曆配
色清新淡雅，文倩形容它「特別小清新」。
「我是大坪醫院老熟人了，這幾十年去住
了40多次院！」馬劍保表示，「那些醫生護
士對我都很好，一天要來看我好幾次！」這
一次，馬劍保看着要過新年了，就想着送護
士們一本新年的枱曆。
其實，這並不是馬劍保第一次把枱曆當禮

物送人。實際上，他做枱曆的習慣已經維持
了七八年。在他家裡的櫃子裡，整齊碼放着
上百本自製枱曆，每一本每一頁的花樣都不
盡相同，原材料大多是收集到的不用的廢
紙。「我每天要花3個小時左右製作枱曆，年
紀大了要鍛煉腦子。」
這幾年，馬劍保每年都要向幹休所的老夥

計們和工作人員贈送自己製作的枱曆，加起
來送出了上千本，「我現在新製作的枱曆已
經到2020年了，人老了也不能為社會做什麼
了，就做點力所能及的小東西吧。」

■《重慶晨報》

很多人說，龔太平可能是

湖北武漢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武科大」）最「富

有」的老師。他拍攝的

200萬張學生相片，塞滿

4台辦公室電腦的內存，

備份用去10個2,000G的

移動硬盤。3,700份DVD

光盤、500多盤錄像帶，

挨個都編了序號。 1977

年，全國恢復高考，成千上

萬青年的命運由此改變，龔太

平也是從這年開始拿起相機，記

錄下校園裡每屆學生的笑臉、屬於

他們的校園記憶及時代烙印。40多年

來，先後有1.5萬餘名學生走進他的鏡

頭。 ■《中國青年報》

渝翁自製枱曆 當新年禮送醫護

■■馬劍保手繪的枱曆馬劍保手繪的枱曆。。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龔太平的記憶裡，
1977年，那是一個

激情迸發的時代：學生拚命學
習，不上課就自習，藉着樓道的
燈光看書，渴了就跑到水龍頭底
下，伸長脖子喝自來水；膽子大的女
生，上完解剖課，把搬得動的頭顱骨、
四肢骨扛回宿舍，琢磨人體的構造；中國
女排連勝時，一群人在校園裡歡呼、奔
跑，有人拿着解剖室裡的骨頭把臉盆敲得
震天響，棉被甩起來，棉絮從窗戶簌簌地
成片落下。見此，當時20歲出頭的龔太平
不由生出了一個念頭：「如果把學生生
活、校園點滴用相片記錄下來，過個二三
十年再拿出來，會非常漂亮。」

攝影漸成生活軸心
從那時起，龔太平開始學習攝
影。他買不起相機，只能厚着臉
皮借來學習。1986年，龔太平
第一次拿到專屬自己的相
機。實驗室以外的時間，
攝影漸漸成為龔太平生
活的軸心。走到哪
兒，他的相機都背在
身上，為學生攝像、錄
影，一路拍下來的相片

可以給學生做本大學生活相冊。為此，龔
太平常常埋頭選片、製圖，一抬頭才發現
外面漆黑一片。他甚至把被子搬到辦公
室，累了就在辦公室沙發上躺一會兒，只
為搶在畢業前夕，將光盤、紀念冊無償送
給學生。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學校有個愛拍照的

老師。有班級專門邀請他去拍畢業照，他
特高興，一邊舉着相機，一邊對着上百人
的隊伍高喊「右側的同學再左移一點，
好」。一會兒，聲音又提高幾分貝，「有
的同學表情咋那麼嚴肅，是不是龔老師欠
了你們300斤大米沒還哩。」這一說，大
家都笑了。臨別前聚餐，同學互相爆着對

方在大學的糗事，玩笑打鬧間，眼淚不知
怎地突然就流了下來。龔太平紅着眼舉着
相機，拍着學生們彼此告別的畫面。
龔太平都會仔細註明相片的拍攝時

間、內容，並歸類整理在硬盤、電腦
裡。有時碰見其他老師丟的相片，他也
收集起來。他曾自費辦了 10多次攝影
展，最熱鬧的時候，吸引了上千人來觀
看。他還製作了一份武科大明信片，送
給回校的校友和學生。
臨近退休，因為學院覺得沒人比龔太平

更熟悉校友，於是返聘他為校友辦負責
人。雖然沒工資，但他覺得很幸福，因為
依然可以做和拍照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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