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個平凡人愛崗敬
業的故事。「一個人的巴
士」的事跡，在山東省濟
南市章丘石匣村逐漸傳播
開來，司機張建清被評為
「感動章丘十大先模人
物」。
開巴士的第十年，44
歲的張建清住進了山東省
濟南市章丘石匣村，有了
自己的專屬線路——章丘
204路。路途5.3公里，連接三個村，停靠四站。
在石匣村，村民還記得以前出行的艱難。從石匣村到三

角灣村，5.3公里的路途，要走上一個半小時或者租私
車，再坐車去市裡。
2017年8月11日，張建清開着巴士來到石匣村，安置

好停靠站牌，第二天天還沒亮，就發了第一趟204路。從
此，於石匣村出發，途經香峪口村，到三角灣村，張建清
每天穿行六個來回。為此，他早上5時就起床。冬天更
早，因為要燒水熱車。
行程中的路多是坑坑窪窪的水泥路。張建清說，行駛中

常會「顛得什麼都聽不見」。山窄彎多，而他總能靠技術
化解兩車相會的驚險。
村委會治安主任景慎進說：「他（張建清）素質特別

高，不僅開車經驗豐富，而且很關心乘客，對老人有耐
心。」 ■澎湃新聞

大山裡一人一車
每天接載三個村

■ 山東巴士司機張建清憑借
每日的辛苦工作，獨自一人解
決了三個村的出行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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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速泰熙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這組充滿憨態童趣的生

肖豬畫採用擬人手法，融中國民間
藝術、童話、動畫技法繪製，散發
着積極樂觀、富足安詳和淳樸活潑
的生活氣息，贏得了當下年輕人的
追捧。
豬古稱「豕」，也作「豚」，為
六畜之首，是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
典型代表。農民們辛勤勞作，憧憬
着豬肥年豐的美好生活。豬因體態
渾圓、憨態可掬、性情溫馴，長期
深受人們喜愛，其文化意義代表着
誠實質樸、富貴吉祥。
《璀璨明珠》生肖明信片共8枚，
有《吉祥豬寶》、《紅珠格格》、
《「豬」你新年快樂》、《諸事順
遂》、《掌上明珠》 、《肥豬拱
門》、《只要有風 豬也能飛》 和
《如意豬寶》。據悉，該套旺銷的
明信片由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南京市
分公司發行。
如何活化傳統文化？這是速泰熙
設計這組豬年生肖賀歲圖案的重
點。上世紀九十年代，速泰熙提出
「有根的現代」藝術設計理念，意
為既要有中國文化的根，又要有鮮
明的現代氣息，以發展和前進賦予

傳統文化生命活力，「讓民間滋潤
現代，讓現代走向民間。」
酷愛民間藝術的速泰熙認為，單

純、自然、平和的民間藝術在土生
土長中變異發展，較之宮廷藝術、
文人藝術更多的是直抒胸臆，比所
謂的「正統藝術」更純粹地保持了
藝術的本原，成為今天中華民族藝
術中最有生氣的部分。

維納斯變憨豬寶
《掌上明珠》「民間」與「現

代」相融。卡通形象般的豬寶盤坐
在貝殼上，頭上紮蝴蝶結的辮子與
額前的劉海散發着地道的「中國味
兒」。速泰熙說，這幅圖案的構圖
借鑒了意大利畫家山德羅·波提且利
的作品《維納斯的誕生》，維納斯
站在象徵她誕生之源的貝殼上，雙
眼凝視着遠方。而速泰熙畫筆下的
豬寶則坐在貝殼上，憨態可掬，令
人忍俊不禁。

靈感源自世界盃
自遞次繪製了猴年、雞年、狗年
生肖畫後，速泰熙畫生肖已邁入第
四年。他認為，中國的傳統不應該
是擺設在美術館、博物館裡，而是

在人們生活中生息着的「藝術」。
南京一所中學的高二學生董亦池

最喜歡其中的《紅珠格格》。畫面
上一隻滿臉喜氣的豬寶，穿着紅白
相間的格子裙，頭戴格子帽，張嘴
啃着紅蘋果，左手還握着一串冰糖
葫蘆，稚拙可愛。去年世界盃足球
賽，來自克羅地亞的格子軍團創下
的夢想奇跡，令全世界為之動容。
董亦池說，擬人化的白胖豬寶站立
着，啃食蘋果的嘴角滴下一滴口
水，俏皮活潑。「最難忘格子軍
團那超越夢想的拚搏，所以特別
喜歡球隊標誌性的紅白格子，特
別勵志！」
從古代的「豬」崇拜，到祈

獲富足生活，豬在中國農耕文明
的發展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民
間傳言中，生肖為豬者是「富貴
命」，一生白白胖胖、大福大貴。
速泰熙設計的這組生肖豬圖案中的
豬寶無一不是白白胖胖，吸收了中
國民間剪紙、年畫常用的祥雲、花

卉紋樣。內容是傳統中國文化，用
現代繪畫技法處理色彩，明暗對比
強烈，強化現代意味，使得8個小豬
寶寶更顯天真、富靈性。

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上
海宋慶齡故居紀念
館已完成最新一輪
保護性修繕工程，
昨日正式對公眾開
放。故居主樓陳列
有超過 500 件文
物，包括宋慶齡生
前工作和生活用
品、收藏品等，具有較高歷史研究價值。
該館位於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號。1949年春，宋慶齡

遷居於此，這裡成為其上海寓所。
館內工作人員介紹，該修繕堅持「修舊如故、以存其真」
的原則，委託上海市建築科學研究院架設監測系統，主要解
決了主樓的傾斜、不均勻沉降以及輔樓的傾斜等問題。
據悉，重開後，每逢周一閉館（節假日除外）。■新華社

速泰熙速泰熙生肖題材作品受捧生肖題材作品受捧

明信片明信片
今年今年豬豬為大為大
隨着中國農曆己亥豬年的臨近，內地著名設計師速泰熙設計的

一套《璀璨明珠》生肖明信片在江蘇省南京市旺銷。該組生肖豬

畫的明信片秉承了「有根的現代」藝術設計理念，意為既要有中

國文化的根，又要有鮮明的現代氣息。一個個憨態可掬的小豬形

象躍然紙上，收穫了不少年輕人的追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滬宋慶齡故居紀念館重開

■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昨日以「鮮花
代門票」形式恢復向公眾開放。中新社

■■ 內地設計師速泰熙用內地設計師速泰熙用
現代技法表達傳統現代技法表達傳統，，生肖生肖
豬畫獲青年喜愛豬畫獲青年喜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紅珠格格》

《掌上明珠》

探路「新四通」金門縣長訪閩
楊鎮浯籲兩岸予特殊政策 經貿交通先行先試

台蘇交流燈會 冀吸陸客遊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台北和台中昨日進行
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委員（下
稱「立委」）補選，其中台
中市「立委」補選第五選
區，代表國民黨出戰的沈智
慧拿下49,320票，以16,327
票優勢擊敗民進黨候選人王
義川，贏得最後勝選；台北
市「立委」補選第二選區民
進黨候選人何志偉以38,591
票，勝過國民黨陳炳甫的
31,532 票；而代表「柯家
軍」的陳思宇慘敗，得票數
9,724票。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

長吳育昇表示，該次台北
「立委」補選國民黨和對手
票數差距不大。至於這次
「柯家軍」敗選，對柯文哲
而言是警訊性挫敗。如果柯
文哲有意角逐明年台灣地區
領導人選舉，難免要組黨，
但一旦組黨又會失去所謂代
表「白色力量」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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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第九屆
「台灣江蘇交流燈會」交流燈區開燈儀式
於26日在江蘇省常州啟動，該次主燈以
「金剛豬」造型設計，命名為「金豬報
喜」，把守護山林的山豬變身為充滿未來
感的金剛豬。
台灣地區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下稱
台旅會）上海辦事處表示，為宣傳台灣燈

會，台旅會2010年起與江蘇合作舉辦
「台灣江蘇交流燈會」，並連續三年選定
在常州舉辦。
台旅會表示，南京、無錫、蘇州及上海
等離常州都在1小時高鐵車程內，預計將
吸引更多遊客，該屆「台灣江蘇交流燈
會」在兩岸業界合作推動下，交流燈區再
次邀請知名的台灣士林夜市團隊進駐，助

力宣傳赴台自由行。
「2019台灣燈會」2月19日至3月3日
將在台灣地區屏東縣東港大鵬灣舉辦。適
逢舉辦30周年，整體設計以「屏安鵬來
．光耀三十」為主軸，並首度以東港知名
的黑鮪魚為設計元素，打造「巨鮪來富」
造型主燈，象徵「年年有餘、富貴『屏』
安」。

台旅會北京及上海辦事處也結合組
團社推出「台灣燈會主題遊程」，赴
台參加燈會行程的遊客將可獲贈「屏
安豬」小提燈及專屬紀念品；自由行
旅客可搭乘「台灣好行」景點接駁公
車，由高鐵左營站前往大鵬灣，或轉
搭台鐵至潮州車站，再換乘免費接駁
車至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台灣金門縣長楊鎮浯昨日

中午率團赴福建，展開4天3夜的訪問行程。楊鎮浯表示，期待在兩岸

的共同努力下，落實「金廈漳泉共同生活圈」的目標；此行除了針對

民生、經濟以及兩岸共同解決海漂垃圾等議題與福建方面溝通意見

外，也會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新四通」問題進行前期交

流、探討，希望在未來可能的方向作相關規劃準備。據悉，該行是楊

鎮浯履新以來首次訪陸。

兩岸媽祖信眾
攜手「迎春」

■國民黨籍候選人沈智慧
中央社

■金門縣長楊鎮浯（右）昨日率團赴廈門，展開縣長任內首次大陸之行。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千
名海峽兩岸媽祖信眾昨日在福建省莆田
市秀嶼區東莊鎮共慶東莊靖恭媽祖聖殿
開光，展開兩岸迎春文化交流。
東莊鎮位於醴泉半島，與「媽祖故
里」湄洲島同處一個港灣，是莆田重要
的「海上絲綢之路」商品集散地。當
天，兩岸媽祖信眾在此共賀東莊鎮蘇厝
村望海閣媽祖公園的媽祖聖殿、媽祖書
院、涼亭、天妃廣場新建落成。
活動現場，林金讚、莆田靖恭媽祖文

化交流中心主任林國華、台灣鹿港天后
宮副主任委員蔡平焜作為主祭人，與兩岸
媽祖信眾一道同謁媽祖，共祈福祉。

本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
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兩岸要應通

盡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
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習近平
的講話引起海峽兩岸高度關注和熱議，特
別是金門、馬祖同胞對「新四通」表達殷
切期盼。福建方面，省委書記于偉國、省
長唐登傑也先後在不久前福建省兩會上透
露，今年福建將以習近平的新時代對台工
作綱領性文件為指引，全力推動實現與金
門、馬祖的「新四通」。
該次同行福建的還有金門酒廠董事長李
增財、董事長特助李俊彥、財政處長孫國
智、環保局長楊建立、觀光處長丁健剛及
縣長辦公室主任陳志斌等14人。在福建
期間，楊鎮浯一行主要與福建省台港澳
辦、福建省政府、福建省旅遊發展協會、
泉州市台商協會、泉州市政府、廈門市政
府等單位和團體會晤並就相關議題商談。
楊鎮浯表示，會就「新四通」作前期交
流和探討，希望在未來可能的方向上作準
備。

金門同胞珍惜機遇
楊鎮浯稱，畢竟金門的地理位置比較特

殊，金門的很多規劃不能關起門來自己
做，都要跟周邊一起來協作。譬如交通方
面，不管是碼頭的對接、船舶的互通、或
者是物流。
楊鎮浯稱，物流產業也是此行商談的重

點之一，他強調，金門有着兩岸之間最特
殊、也最具優勢的物流優勢，希望兩岸合
作能帶動金門的整體物流產業發展。
楊鎮浯表示，金門的交通網絡整體規

劃，需要與福建一起來談，他以「小三
通」為例介紹，金門作為一個離島，本身
的產業結構比較薄弱、資源也比較稀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需要台北給金門一
個好政策，讓站在兩岸交流第一線的金門
放開手腳與大陸一起推動。金門同胞一定
會非常珍惜，把這個政策發揮到極致。他
稱，今年四月或五月，「小三通」即將迎
來累積兩千萬人次，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證明。

「各種經貿、交通、先行先試的，只要
是有利於金門的政策，我想此其時也。」

馬祖連江縣長早前訪閩
據了解，前台灣金門縣民意代表、原民

進黨籍陳滄江，本月25至26日也破冰前
往福建，先後會見福建省台港澳辦與福建
省金門同胞聯誼會等相關人士，就「新四
通」與文化交流等合作進行溝通。陳滄江
表示，要善用福建省給金門的優惠措施，

讓金門也能夠做到「貨出去，人進來，金
門發大財」。他建議兩岸或可先委由廈門
與金門合議先行先試的辦法。
有消息稱，本月4日，馬祖（連江縣）

縣長劉增應已前往福建會見福建省長唐登
傑，並就「新四通」交換意見。據悉，劉
增應將於2月14日再到福州，舉行「榕馬
會談」，提出先行先試的交流做法和合作
方向，探討推動「榕馬」務實合作，共同
創造兩岸互利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