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A18

2019年1月14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11月月141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1月14日（星期一）■責任編輯：裴軍運 / 葉格子 ■版面設計：張華強

台百歲退將 挺「一國兩制」
讚為「和統最佳方案」批「台獨」：血緣上不應該 客觀上不可能

300多面兩岸交流小旗「旗盼」祖國統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昨日是農曆臘
八，台灣佛光山在各地舉辦熬煮臘八粥活動，總
共準備200多萬份臘八粥分送民眾，同沾法喜。
臘八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民間節日，亦是佛教

徒盛大節日之一——法寶節，起源於佛祖釋迦牟
尼佛成道紀念日，每逢臘八節這一天，佛教團體
就會準備臘八粥，與信眾結善緣。
澎湖佛光山海天佛剎「法寶節臘八粥結緣活

動」，數十人一同熬粥，分送給民眾，同時贈送
星雲大師書寫的「諸事吉祥」春聯。
在台南，佛光山南台別院在臘八這天也舉行祈

福法會，並持續烹煮臘八粥供眾。
日前，佛光山也與新北聯合醫院、桃園醫院合
作舉辦「法寶節贈粥祈福活動」，分別準備上千
份臘八粥與星雲大師墨寶春聯贈送看診民眾、住
院病患與醫護人員。
中華人間福報生活推廣協會楊政達理事長說，

這幾天佛光山法師帶領佛光人在各地煮了200多
萬碗臘八粥和大眾結緣。星雲大師教導人間佛教
的精神，煮臘八粥正是實踐「說好話做好事存好
心」的修行。

台灣佛光山
200萬份臘八粥分送民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在台南市
關廟鄉昨日清晨發生一宗兇殺案。一名約40歲
王姓男子疑與人發生衝突，遭對方砍傷後倒臥屋
外，送院後證實不治。死者母親的同居莊姓男友
亦遭刺傷送院救治，目前已脫離危險期。黃姓男
疑犯已被警方拘捕，肇事原因仍有待調查。
據警方透露，死者與母親及莊男同住在關廟。

死者母親報案稱，早上出門辦事後返家，發現兒
子遭砍傷倒臥屋外，同居莊姓男友則遭刺傷。黃
男行兇後趁亂騎電單車逃逸，同日上午10時許
被警拘捕，黃男供稱，與死者因毒品交易才引發
殺機。
警方初步調查，2人因財務糾紛發生衝突，黃
男因此故意剪斷死者家的電線，將其引出屋外談
判，隨後持刀刺傷對方，死者身中數刀重傷倒臥
屋外，莊男聽到爭吵聲外出查看時被刺傷。

疑因毒品糾紛
2男遇刺1死1傷

走進葛鳳章的工作室，一
塊精心裝裱的題字「旗盼創
作室」映入眼簾，旁邊的牆
壁上整齊地懸掛着幾十面紀
念兩岸交流的小旗，葛鳳章

告訴記者：「這裡面寄託着自己的心願。」
今年68歲的葛鳳章是上海市人民政

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一名退休幹部，他從
事兩岸交流工作30餘年，用鏡頭和文
字記錄下了滬台交流的許多精彩瞬間和
動人細節，曾兩次被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表彰並獲頒「特別奉獻獎」。
「其實我一共收藏了300多面小旗，因

為牆上掛不下所以很多沒展示出來，一面
小旗就是一次交流，兩岸正是通過這樣的
交流，彼此親近，增進共識，真正實現了
『兩岸一家親』。」葛鳳章一邊向記者展
示着沒有掛出來的小旗一邊說。
工作室「旗盼」二字的由來正源於

此。據葛鳳章介紹，當年參軍的時候自
己是海軍，每遇重大節日或活動，艦艇
從艦首到艦尾都會掛滿通信旗，稱為

「滿旗」，「我想，等祖國統一的那一
天，我要把收藏的小旗全部掛出來，也
要來個『滿旗』。」

40年前，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
台灣同胞書》，提出結束兩岸軍事對
峙、開放兩岸「三通」、擴大兩岸交流
等方針。葛鳳章至今仍記得，《告台灣
同胞書》發表後不久第一次去台灣，自
己特別羨慕台灣同胞有三個「本」，
「每人都有一本『護照』，想出去，抬
腿就走；每戶都可以申辦一本營業執

照，做生意很方便；每家都有一本存
摺，手頭比較寬裕。」

如今再去台灣，葛鳳章每每與台灣同
胞交流，聽到的卻都是他們在感嘆大陸
「發展太快了」。葛鳳章說：「正如習
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所說，『台灣問題因
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
終結。』現在祖國大陸已經有能力和實
力成為支持台灣發展的堅強後盾。」

■中新社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近來，蔡英文反覆攻擊「一

國兩制」和「九二共識」，引發島內輿論譴責。據台灣《中國時

報》報道，台灣「新同盟會」原會長、現年100歲的台退役上將許

歷農，發表評論文章《「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最佳方案》。

■現年100歲的台退役上將許歷農，發表評論文章
《「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最佳方案》。 網上圖片

文中表示，統一是兩岸為生存發
展、民族復興共同的需要，是中

華民族復興的關鍵因素。
「『一國兩制』是中國大陸和平統一
的一貫主張，有目標、有方法、有步
驟，是當前的最佳方案。而反對『一國
兩制』的人，只是為反對而反對，不去
考慮理由、未來、後果！」
許歷農多年來為中國和平統一四處奔
走呼籲，被島內反對「台獨」分裂、主
張發展兩岸關係的人們尊稱為「許老
爹」。

「互利雙贏為兩岸之福」
他在文章中指出，「統一是兩岸一貫
堅持的目標，統一是兩岸為生存發展、
民族復興共同的需要！是中華民族復興

的關鍵因素，中華民族要重新崛起必先
兩岸統一！」
至於兩岸統一後的前景，許歷農認

為，兩岸統一後，台灣每年可以節省龐
大的防務預算，用以充實經濟、改善民
生與社會福利。在經濟上可以彼此互
補，台灣可借大陸廣大的市場與國際關
係拓展經貿，「真的是互利雙贏的兩岸
之福！」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許歷農曾為台
灣陸軍二級上將，曾任「陸軍官校校長」、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防衛部門總
政戰部主任」等職。曾為中國國民黨中央
常務委員，後參與新黨創黨。

十多年來致力「促統反獨」
許歷農到台灣時，其3個月大的女兒

許綺燕被留在大陸。不過，
父女二人在開放兩岸探親之
後得以團聚。
退役後，許歷農的立場轉

向「促統」，近十餘年來不
斷介紹台退役將領到大陸進
行交流。
2017年9月2日，許歷農
也發表一封名為「99高齡老
人的真心話」的公開信，闡
述自己十多年來致力於促統
的原因，說明自己這個曾經
的「反共思想陣營主導者」
「不再反共」的理由。
信中稱，「台獨」不僅在

主觀上，在血緣、文化上不
應該，更在客觀上，即相對
形勢上不可能。
大陸已不再貧窮、落後，而是世界經

濟大國之一，而今大陸的思想和作為，
對兩岸也屬有利。當年「反共」的理
由，早已不復存在，他當然不能為反而

反，這就是他不再「反共」的理由。
對此，台媒評論稱，許老爹一直關心

兩岸發展，其「促統反獨」的政治立場
一直很清楚，這回只是說出內心真話。

■■上海玉佛禪寺上海玉佛禪寺1313日舉行日舉行20192019
年迎新春臘八贈粥活動年迎新春臘八贈粥活動，，吸引吸引
民眾前來品嚐民眾前來品嚐。。 中新社中新社

過了臘八就是年
食粥迎新把福添

1月13日是農曆的臘八節，臘八彷彿是春節這個最美好的節日交

響樂的序曲，因此在民間早就有「過了臘八就是年」的說法。千年

孔府素有在這一天祭拜祖先、喝臘八粥的傳統，山東省曲阜三孔景

區的佈粥活動也於當日在孔府濃情開啟。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孔文瓊及新華社

當天上午十時，孔府院內身穿漢服的
工作人員站在剛剛熬製好的臘八粥

前，為遊客送去臘八節的溫暖和祝福。
「我們按照衍聖公府過臘八節的傳統習
俗，並採用其傳承千年的傳統技法，精
心準備了這份臘八粥，希望能讓全國各
地的遊客朋友感受到濃濃的暖意。」曲
阜三孔文化旅遊服務公司營銷負責人董
建峰說，自古以來，孔府傳承着規模最
盛大的中華民俗春節禮儀，每到臘八
節，孔府的人包括僕人在內，都要在
府內喝臘八粥。

在「孔府食制」中，規定了「臘八粥」
分兩種。一種是用薏米仁、桂圓、蓮子、
百合、栗子、紅棗、粳米等熬成的，在盛
入碗裡後還要加些點綴的「粥果」，主要
是用水果雕刻或鏤孔成的各種漂亮圖形，
這種粥專供孔府主人及十二府主人食用。
而另一種是用大米、肉片、白菜、豆腐等
熬製的，是供孔府裡當差的人喝的，喝粥
時每人還要給1斤饅頭。
昨日一早，上海玉佛禪寺也在山門佈施

臘八粥，此次玉佛禪寺共準備了5,000份
臘八粥贈與民眾。因天公作美，當日上海

止住了多日來連綿細雨的天氣，不少民眾
因此凌晨就在寺廟門口排隊等候，最早有
人3點到場，只為趕早喝到一碗熱氣騰騰
的臘八粥，討個來年好運氣。

今年春節比去年提前11天
天文教育專家、天津市天文學會理事

趙之珩介紹說，當前，中國使用的是兩
種曆法，即公曆和農曆。春節是屬於農
曆節日。公曆平年有365天，農曆平年
有354天，比公曆少11天，因此過春節
有了「提前11天」的現象。但提前到了

一定程度，就要加上一個閏月，把它
「錯後」以調整過來，因此也就有了
「19年7閏」法，即在19個農曆年中加
上7個閏年。「如果上一個農曆年沒有
閏月，那麼下一年的春節就會比上年提
前11天左右；如果上年農曆有閏月，下
一年的春節就會比上年推遲 19 天左
右。」他說。
按此推算，2018年（農曆狗年）是個

農曆平年，全年共354天，比公曆年少
了11天，因而，2019年（農曆豬年）春
節就要比去年提前11天。去年的春節落

在了公曆的2月16
日，今年自然就移到了公
曆的 2月 5 日。由於 2019 年
（農曆豬年）也是平年，全年
354天，因此，2020年（農曆鼠年）春
節就落在了公曆的1月25日。

■■小朋友在品嚐小朋友在品嚐
臘八粥臘八粥。。 中新社中新社

■■黃三英正在給孩子們黃三英正在給孩子們
上課上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子承父業教書育人 甘男村校代課13年 贛仁醫赴湖南
為白血病人捐造血幹細胞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

曲縣大山深處的果耶鄉，有個
名為「真莊」的小村子。「真
莊」的藏語意思是「第一
個」，是指這是當地第一個村
莊，由於地處山區，道路難
行，每當降雨都會引發大大小
小的地質災害。交通不便使得
這個村子與外界的交流極為不
易，村裡人祖祖輩輩都在使用
本民族的語言——藏語。
直到1976年，村裡有了第一
位藏族教師，教孩子說漢語、認
漢字，村裡人的文化結構因此發
生了變化。但2002年，這位教
師因病去世。這位教師有個兒子
名叫黃三英，由於父親早逝，家
裡經濟拮据，他沒能繼續上高

中。2005年，他被學區聘為真莊
小學代課教師，也是唯一的漢語
老師。
自幼受到父親影響的黃三英不

願看到村裡的孩子再一次遠離教
育，他決定繼承父親的事業。黃
三英自學了所有高中課程，隨後
參加了舟曲縣一中畢業考試，拿
到了高中畢業證，並於2007年
報考了自學考試，而後順利取得
大專學歷。

盼能早日轉正
由於長期教育資源的短缺，村

裡年輕人的識字率較低，以至於
連外出打工都顯得寸步難行。黃
三英任職後便開始了義務掃盲工
作，為了給村裡青年外出打工提

供方便，辦起了真莊村掃盲夜
校。他晚上上課，白天備課改作
業。在他的努力下，有些外出打
工的人說，識字後自己不再像以
前那樣「睜眼瞎」了。
13年來，黃三英看着一個個孩
子步入大學，「心中很有成就
感」。付出總有回報，2016年1
月，黃三英獲得2015年「馬雲
鄉村教師獎」。
目前黃三英所教的 28 位孩
子，大都為留守兒童。和黃老師
一起上課，是他們最大的快樂。
由於黃三英屬於外聘老師，和鄉
裡的其他老師相比，每月只能拿
到1,000元人民幣的微薄工資，
他期望能早日成為「正式的」人
民教師。 ■澎湃新聞

「醫者仁心」，是對醫務工作者醫德的概括，
更是對他們的讚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區中醫院
的年輕醫生羅平就用實際行動很好地詮釋了這四
個字。
2018年底，正在醫院忙碌的羅平接到九江市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電話，說他與一名素不相識
的危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羅平沒有絲毫猶
豫，當即同意為這位患者捐獻造血幹細胞。
得知羅平同意捐獻造血幹細胞的消息後，他的

妻子十分支持他的義舉。但家中父母考慮小倆口
剛結婚還沒有生育小孩，不免對羅平的決定有些
擔心。羅平夫妻從醫學角度耐心做父母工作，最
終得到父母的支持。經過體檢、高配等一系列檢
查，2019年元月11日，羅平啟程赴湖南湘雅醫
院捐獻造血幹細胞。 ■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