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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擬限退休高官赴陸 吳敦義：亂來！

「密商」停罷工 華航終復航
談判直播變「閉門」無秋後算賬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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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大失火 揭違建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華航勞資雙方昨天舉行第4次

勞資協商，歷經近11小時協商，終於針對5大訴求達成共識，

持續7天的華航機師罷工正式宣告落幕，且團體協約生效期間，

也就是3年內不罷工，預計今（15）日航班可望全部恢復正常。

此外，華航同意2年內研議只聘用外籍副機師，不增聘外籍正機

師，並於同等條件下優先晉升台灣機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位於台北的文化大學
一棟大樓13日發生火警，消防救出16名受困師生後，
查出大樓部分是違章建築。台灣教育事務主管部門昨日
要求全台所有大學，在一周內對所有建築校舍進行消防
安檢。

躲廁所吸黑煙 兩學生重傷
警方及消防13日下午5時許接獲通報，文化大學八層高

的大典館傳出火警，有學生為了逃生，從8樓逃到7樓，
再從窗戶跳到6樓陽台，所幸僅造成皮肉傷。另有22歲李
姓女學生、23歲陳姓女學生躲在廁所，救出時因吸入黑煙
受傷嚴重，送院搶救，仍在醫院觀察。
經調查，初步了解李、陳2人因趕工畢業作品，在教室

內做模型，初步懷疑用噴槍不小心釀禍。
校內建築系學生表示，以前看過大典館平面圖，發現

7、8樓是違建，竟還能通過消防安檢，認為學校根本未重
視學生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大
陸的企業很有吸引力，除薪資和福利待遇外，大
陸市場廣闊，有助於職業生涯更上一層樓。」在
14日上午由福州市委組織部、市人社局組織的
「2019年高校畢業生供需見面會暨博士對接洽
談會」上，來自台灣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專
業的博士畢業生邢雅嵐如是表示。邢雅嵐尤其看
好福建的電子商務發展，「當前台灣失業率偏
高，赴陸工作是不錯的選擇。」邢雅嵐說。

「錢途」「前途」都吸引
邢雅嵐透露，是次她對薪資的需求在一萬五千

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對是次洽談會的招聘
企業之一——福州修園堂中醫門診部比較有意
向，「對該企業採用電子技術促進中醫數字化方
面比較感興趣，也比較符合我的求職方向。」
據了解，是次洽談會首次設立台灣畢業生招聘

專區，大會組織20家有台灣人才需求的用人單
位到現場招聘，同時通過相關機構發佈福州市對
台灣人才的需求信息，其中是次洽談會有逾20
位、13所台灣高校的台畢業生專程赴榕參加對
接洽談。

惠台政策增信心
福州市台協會會長陳奕廷表示，2018年中央
「31 條惠台措施」、福建省「66 條惠台措
施」、福州市「68條惠台措施」對促進兩岸人
才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之福建在兩岸交流方
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福州可以引領更多台
青加入兩岸大發展大交流格局中。」陳奕廷如是
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對於
民進黨擬修法嚴格限制退休高官前往
大陸訪問，若法案在今年5月20日前
通過實施，原先被列管3年即將解禁
的馬英九、吳敦義等將無法赴大陸訪
問。

現行3年擬延至15年
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14日表示，

修法不能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則，他相
信民進黨「應該不會這麼蠻橫」，不
然以後大家都可以「亂來」。

台灣立法事務主管機構新會期即將
於15日開議，傳出民進黨團將優先推
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將退
休高階政務官及將領赴大陸管制期由
現行3年拉長至15年。

疑針對馬英九吳敦義
由於馬英九、吳敦義卸任後的管制

期今年5月屆滿，外界認為此次修法
是針對2人，阻止其在今年「520」解
除管制後訪問大陸。對此，吳敦義14
日指出，修法不能溯及既往是基本原

則。
根據台灣現行「機密保護法」規

定，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等卸任後3
年內要到大陸、香港，要經現任地
區領導人同意，接受約制，這不是
蔡英文任內才訂。若現在要修法延
長管制，應從修法以後適用，屆時
卸任的就要接受新的約制。

馬英九：罔顧民生操弄政治
吳敦義認為，隨便修法也不能把以

前規定更改掉，不能溯及既往是最基

本原則。
若民進黨現在推動修法，卻溯及既

往適用，不符修法基本原則；不然以
後大家都亂來，換國民黨以後修法改
成30年怎麼辦，沒有道理，他相信民
進黨「應該不會這麼蠻橫」。
另外，馬英九辦公室13日深夜亦
發出新聞稿指出，攸關民生的罷工和
能源等問題，蔡英文當局和民進黨民
代不去解決，只是一再拚政治搞意識
形態，針對性修法蠻幹，社會自有公
評。

昨日，雙方從上午10時起進行第
四度勞資協商，上午就外籍機師

進用及升訓制度達成共識。
下午1時，原本要討論禁止對工會
會員（幹部）施壓、脅迫、秋後算賬
訴求，並開放直播，但由於雙方意見
分歧，會議中斷數小時，傍晚台灣交
通事務主管部門次長王國材出面向媒
體表示，在台灣勞動事務主管部門的
主導下，雙方改由密室協商，結果一
併對外公佈。

承諾增獎金「去疲勞」
歷經近11小時協商，雙方對外宣

佈，已經針對機師工會所提出的5大
訴求達成共識，包括禁止對工會會
員（幹部）施壓、脅迫、秋後算
賬，禁搭便車條款、撤換破壞勞資
關係的不稱職主管、飛安獎金納入
團協，以及之前達成共識的疲勞航
班派遣、外籍機師進用及升訓制度
等。
台灣勞動事務主管部門次長劉士豪

說，在秋後算賬部分，華航承諾，對
工會及會員就這次爭議行為，如符合
法律所定的爭議行為言行，公司予以
尊重，也將遵守工會法、勞資爭議處
理法及相關法律，並不會對工會及其

會員有違反前述法令行為。

罷工影響逾2萬5千人
華航機師從8日清晨6時發動罷工，

歷時7天，截至昨天共影響近200航

班，影響2萬5,000多人。
劉士豪指出，未來如果雙方在團體

協約有效的期間中有爭議行為，將採
調解以及仲裁方式解決爭議，將不會
再有罷工行為。

■華航勞資雙方達成協議，預計今日航班可望全部恢復正常，3年內不會再
罷工。圖為受影響乘客在櫃枱諮詢。 中央社

■重達 653.7斤的豬王。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王文強 攝

45歲的楊麗群便是「女子嫁接隊」中的一員。快速吃完早餐，收拾好行囊，楊麗群便出發趕赴
貴陽去嫁接紅心獼猴桃苗木。「苗木嫁接得搶抓季
節，時間耽誤不得。現在是果樹嫁接繁忙期，出去個
把月就能掙一萬多元哩！」楊麗群說，村裡許多女嫁
接師和她一樣，剛過完年就被外地人叫去做事了。
距鳳凰縣城7公里的菖蒲塘村，是一個以土家族
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村，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水
果產業，技術積累深厚。

幾秒完成一株 日均收入200元
50歲的熊寶寶有着20年的嫁接經驗。記者見到這

位嫁接能手時，頭戴帽子、身穿棉衣、腳踩炭盆的
她正坐在村裡一間透風的土磚房內幫僱主嫁接紅心
獼猴桃苗木。「木接、粘接、芽接等多種苗木嫁接
技術我們都是行家裡手。隊員們嫁接一株苗木只需
要幾秒鐘時間，一天平均要嫁接1,000多枝，可收入
200多元。」熊寶寶說。
「女子嫁接隊」成員，已成為村裡脫貧致富的重
要力量。昔日，坊間流傳「有女莫嫁菖蒲塘」的窮

鄉村，如今村內90%的農戶建起了小洋樓，被評為
湖南省美麗鄉村示範村。
該隊成員田珍蓮說，「沒想到以前賣苦力，現在還

吃上了技術飯，在家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她表示，
現在家裡不僅蓋了樓房，還種了獼猴桃和椪柑。

引大學生返鄉 推動技術「走出去」
菖蒲塘村的「女子嫁接隊」不僅名氣大，由其嫁

接的苗木也十分走俏，一株可賣5元至8元。
看中這一商機，來自鳳凰縣的向黎黎大學畢
業後便返鄉創業，通過電商銷售嫁接的紅心
獼猴桃苗木，還幫助「女子嫁接隊」對外提
供技術輸出。
「去年僱人嫁接了5萬株紅心獼猴桃苗
木，銷售額達20萬元，今年計劃嫁接8萬
株。」向黎黎表示，她們愛農業、懂技術、
善經營，刷新了
公眾對中國農民
的認知。

「大家讓一讓、讓一讓……」在人群的簇
擁下，一隻隻大豬被抬着緩緩放到秤上稱重。
「哇，600多斤啊！」人群中爆發出陣陣讚歎
聲：今年的「豬狀元」出爐了！每年初八，福
建省長泰縣山重村都要舉辦「賽大豬祈豐年」
民俗活動。這一天，當地村民將飼養一年的大
豬宰殺，敲鑼打鼓地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大豬
比拚賽。

8人抬入廟 嘴含金桔頭插花
2月12日，長泰縣山重村迎來了一年一度的

「賽大豬」盛況。天公作美，晴空萬里。當日從
正午12時開始，村民們就三五成群地開始忙
活，仔細處理好豬毛和內臟之後，便在每隻豬
背上蓋上大紅印章，然後逐一進行稱重。各參
祭的大豬嘴含金桔，頭插金花，腿繫紅繩，由
8個人抬着，送進薛氏家廟裡。

舊稱「天公豬」入選非物質遺產
在村民們的翹首中，今年大豬賽的前三甲

終於亮相。由薛瑞敏、林獻宗、薛福明飼養的
大豬分別以653.7斤、653斤以及644.1斤榮獲
前三名。家廟內外人山人海，男女老少爭先圍
觀，山重村老人協會會長薛德興主持了這場盛

況，並為獲獎
選手頒發了現
金紅包。
「比養小孩

還用心！」今
年狀元豬的主
人薛瑞敏分享
養豬心得時
說。滿頭大汗
的他，興奮地
翹起大拇指，
神氣地讓圍觀
村民們拍照。
據了解，賽

完大豬之後，第二天正月初九，村民們將進行
分割豬肉。「感覺這個活動很有歷史底蘊，今
天過來觀看着實被震撼到了！」來自漳州南靖
縣的一位遊客表示。
獨具特色的「賽大豬」，因曾用作獻祭，

故這些大豬又被稱為「天公豬」。這項活動在
2011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成為當地鄉村旅遊一大亮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特約記者 王文強 漳州報道

近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俞書宏教授領導
的團隊發展了一種浸染自組裝的方法，以傳統
的商業尼龍網紗（聚酰胺）為基底，成功研製
了超大面積的柔性透明智能窗口。該智能窗口
能夠在短時間內將空氣中的PM2.5濃度大幅
降低，有效淨化室內空氣。
美國《細胞》出版社旗下學術刊物

《iScience》日前發表了該研究成果。

可使用上百次
中科大俞書宏教授領導的科研團隊通過

「浸染自組裝」方法，以傳統的商業尼龍網紗
（聚酰胺）為基底，成功研製出超大面積的柔
性透明「智能窗紗」材料。據介紹，製備約
7.5平方米的「智能窗紗」成本僅需約100
元。這種材料不僅能夠和熱致變色染料相結
合，改變室內的光照強度，還能作為高效的霧
霾收集器淨化室內空氣。
同時，這種「智能窗紗」在淨化霧霾之

後，只需在乙醇中浸泡20分鐘，就可以清洗
乾淨並再次使用。經過上百次的重複循環，其
淨化效率依然保持穩定。 ■新華社

湘女嫁接隊嫁接隊
助窮鄉致富助窮鄉致富
一身技藝數省作業 賺錢蓋樓地位提高

時值春節時值春節，，位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的廖家橋鎮菖蒲塘位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的廖家橋鎮菖蒲塘

村年味正濃村年味正濃，，村民聯歡時村民聯歡時，，一支由婦女組成的一支由婦女組成的「「女子嫁接隊女子嫁接隊」」卻忙得不可卻忙得不可

開交開交，，憑借高超的苗木嫁接技藝常年奔波於貴州憑借高超的苗木嫁接技藝常年奔波於貴州、、

重慶重慶、、四川四川、、陝西等地陝西等地的的「「女子嫁接隊女子嫁接隊」」，，從起從起

初的初的1616人發展到現在的逾人發展到現在的逾200200人人，，年創收高達年創收高達

200200多萬多萬元元（（人人民幣民幣，，下同下同））。。 ■■ 中新網中新網

■■「「女子嫁接女子嫁接
隊隊」」成員成員熊寶寶熊寶寶
直言直言，，帶領全帶領全
村致富後村致富後，，家家
庭地位都上升庭地位都上升
了了。。 中新社中新社

■■「「女子嫁接隊女子嫁接隊」」人人均月收入過萬均月收入過萬
元元，，圖為圖為33位嫁接能手正在屋內位嫁接能手正在屋內
嫁接紅心獼猴桃苗木嫁接紅心獼猴桃苗木。。 中新社中新社

福建長泰「賽大豬」
653.7斤封豬王

中科大「智能窗紗」百元防霾循環用

■■ 超大面積的柔性透明超大面積的柔性透明
「「智能窗紗智能窗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