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B5

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22月月161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責任編輯：宋嘉欣 / 李才瑛 ■版面設計：余天麟

台逾四成上班族盼做「網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人力資源機構1111

人力銀行昨日發佈調查顯示，44.13%台灣上班族有意願
成為「網紅」，工作時間彈性、自由度高、內容有趣、可
兼顧正職工作是主要原因。
交叉分析發現，年齡愈小想當「網紅」的意願愈強。20

歲以下年輕人有高達八成四搶當「網紅」。
調查發現，上班族若要成為「網紅」，期待年收入至少

過百萬元（新台幣，下同）；高達八成九的受訪者希望經
過培訓成為「網紅」，其中有半數願意花學費3,266元跨
入門檻。
調查顯示，「個人特色、風格」「有創意、夠好笑」及

「某些領域的專業」是成為「網紅」的必要條件。
據調查，近八成上班族有觀看「網紅」文章及影片的習

慣，每天收看的比例佔23.42%。

馬祖福州磋商深化合作莞宣垃圾分類 台翁成「環保明星」
給孩子講「可回收」普及課「零污排」故事登央視

華航承諾「全額賠」旅客

約20年前，嵇大昕和妻子前往東莞
開辦工廠。两人退休後，恰逢東

莞開啟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夫婦倆便
積極響應，自發分類垃圾，並在自己
居住的樓下搭建起一個10平米左右的
小型環保站。

鄰里曾嫌棄 垃圾站招牌被毀
因夫婦兩人所在的社區較為高端，
所以鄰里對於他在小區撿垃圾、蓋垃
圾站並不認同。嵇大昕透露，有的孩
子幫忙撿膠瓶，還會被家人訓斥，甚
至試過招牌被砸爛。
在嵇大昕的環保小站，瓶子、外賣

盒、紙類、廚房剩菜等垃圾都有被重
新歸置的地方。
過去一年多以來，不少家長帶着孩

子過來捐出閒置物品。嵇大昕還會給
孩子上垃圾常識普及課，他講得最多
的就是，塑料瓶底的數字，每一個數
字背後代表的類別和可回收後的用
處。

盡量環保 一年垃圾一小桶
嵇大昕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很多

小區的分類垃圾桶，最後收垃圾員工
都混在一起運走，真正要把環保推廣
到家家戶戶，需要政府引導、監控全

過程，為每一個環節訂立明確標準。
此外，嵇大昕夫婦在生活中，也切

實做到環保再利用。比如，廚餘垃圾
都一一分類用來做酵素，用來種菜、
製作洗衣液、洗髮水。除了日常必需

購買之外，他們一年下來產生的垃
圾，可以壓縮到一小桶。因為夫婦二
人的堅持，如今，社區內已有40多戶
住戶實行自主分類，200多戶住戶主動
來垃圾站投放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東莞報道）68歲東莞台胞嵇大昕

耗時7年，在社區推廣垃圾分類知識，實行「零污排」生活，讓一

個被人砸壞招牌的「垃圾站」成為社區「明星」環保站。嵇大昕

的環保故事日前登上央視，大獲認可。在他看來，生活中不少廢

棄物或垃圾還有變廢為寶的「二次生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華航機師罷工歷經7天終於落幕，
華航董事長何煖軒昨日受訪時表
示，華航明天就可以恢復正常的飛
行；另外，旅客該賠償的一定會全
額賠償，不會打折扣。

機師承諾三年不罷工
華航機師罷工落幕，勞資雙方約

定2022年8月31日前有勞資爭議都
交付仲裁，不會再罷工。
何煖軒被問到罷工結束後的心情

時表示，他要感謝台行政事務主管
部門、台交通事務主管部門、台勞
動事務主管部門、桃園市政府與所
有的旅客、華航所有員工的支持與
努力，讓事件可以平安落幕。
面對旅客所受到不便與損失，何

煖軒說，旅客該賠償的一定會全額
賠償，不會打折扣，當然最重要的
是向他們道歉，希望罷工事件不要
一再發生。
對於華航所有航班何時完全恢

復，何煖軒說，截至昨天晚間9時

為止，已經回來140位機師，今日
就可以恢復正常飛行。

台媒籲反思避免重演
另據中新社報道， 此次罷工事

件，造成華航公司約兩百個航班取
消，影響逾兩萬名旅客。罷工事件
引發爭議，有工會團體以「反對過
勞」等理由聲援機師工會，也有團
體和旅客以「罷工損害旅客權益」
等理由譴責。華航股價因此大跌，
應反思如何避免罷工重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15日上午，
第五次榕馬磋商會在福建福州舉行，福州與馬祖雙方就進
一步深化榕馬合作，馬祖縣長劉增應表示，經濟繁榮，兩
岸人民互利共享是最大的目標，「兩岸經濟合作交流是最
基本的，在人流貨物往來更方便的基礎上擴大經濟交流，
『新四通』的需求自然水到渠成。」
此次榕馬磋商會重點提出了推動榕馬「通水、通電、通

氣、通橋」，拓展兩地海洋漁業合作，旅遊深度對接，榕
馬醫療合作，提升榕馬航線建設，發展榕馬物流，深化文
化教育交流等18項議題。
劉增應表示，馬祖民眾將樂觀其成，「『新四通』是未

來的一個方向和目標，目前我覺得更積極落實的是要進一
步密切加強兩岸的經貿交流合作，建立更多便捷的管道，
避免一些關卡。」
「榕馬磋商」已經進行了五屆，劉增應稱，馬祖現階段

的水電供應可以滿足基本的需求，但在雙方擴大經貿合作
後未來不足是必然的。
劉增應表示，金門的「小三通」市場比馬祖大很多，集

中所有力量讓「小三通」加密便捷，擴大人員貨物交流，
才是「新四通」真正的基礎。

■台胞嵇大昕在社區推廣垃圾分類，實行「零污排」生活，將台灣經驗帶到
大陸。圖為其家中裝滿了廚餘製成的酵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左）到桃園機場慰問員工
時表示，華航會全額賠償受影響旅客。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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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醫院眼科中心格外熱

鬧，人流量可與春節的西湖邊媲

美，一眼望去都是家長和孩

子。記者了解到，發現不少孩

子都是在這個寒假視力下降

的。其中的一個小朋友，近視加

深了200多度。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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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這些視力下降的學生有個共同點——假期裡不太運動，喜歡

宅在家裡，要麼看電視，要麼玩遊戲，要麼看書寫作業，
用眼過度。
另據了解，小學三年級是近視高發期。醫院眼科中心視光部主任

倪海龍說，每天接診3,000多號病人，有一半是兒童青少年。
「現在人已經少多了，我們初七那天來過一次，大門都擠不進
來。」唐女士無奈地說。她的女兒今年4年級，近視已經一年。寒
假裡女兒突然說，看東西更模糊了，於是唐女士急忙帶着到醫院測
視力。

日煲劇6個鐘 近視猛增200度
小丁是一個三年級男生，昨天在醫院檢查，近視度數已經300多
了。丁媽媽說，放寒假前學校檢查視力，那時小丁才100度左右，
想不到寒假還沒過完，度數上升了200多。
小丁媽媽說，上學期小丁期末考得很不錯，她就覺得可以讓孩子
放鬆一下，「整個假期，兒子幾乎都沒怎麼出門，每天至少看6小
時電視。我們還會讓他玩一會兒手機，每天一小時左右。」

防近視納評比 促學生戶外運動
為了預防學生近視，杭州長壽橋小學將近視與「期末美麗學生」

評比掛鈎，只要新近近視（已經近視的，視力保持，度數不能加
深）就不能參與評比。這項規定實施以後，學校每學期近視人數基
本沒有出現爆發性增長。
杭州丁蕙小學則通過讓學生在家眼保健操打卡，來防止學生用眼
過度。從上個暑假開始，學校要求學生在家看書超過半個小時就要
做眼保健操，家長要拍視頻發到群裡打卡。
倪海龍透露，從正月初七起，該眼科中心每天門診量維持在
3,000號左右，其中近一半是來做視力篩查、近視定期複查及驗光
配鏡的兒童青少年人群。「在假期，想要預防近視，首要的就是讓

孩子放下書本、放下手機，多去戶外走走。」
倪海龍提醒家長們，近視是不可逆的，所以一定要以身作則，
放下手機多陪伴孩子。如果孩子已經近視，想要延緩近視的進展
速度與程度，可以通過改變行為習慣，多參與戶外活動，近距離
用眼要減負減量，佩戴適合的光學眼鏡或角膜塑形鏡等綜合措施
來加以控制。

寒假宅家看電寒假宅家看電視視
學童扎堆學童扎堆看近視看近視

▲醫院眼科被學生和家醫院眼科被學生和家
長擠爆了長擠爆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家在長江南岸，公司在長江
北岸，直線距離1,000多米，上
班卻要繞道近1小時。要是會水
上漂功夫，或者傳說中達摩祖
師一葦渡江的神技，過江也就
是分分鐘的事了。
近日清晨，在重慶萬州區南濱

公園，29歲的劉付操麻利地換上
黑色工裝，扛着一塊細長的競速
槳板朝着江邊走去。他把公文
包、鑰匙、手機等物品挨個放進
一個綠色防水背包裡，把一件黃
色救生衣穿在身上，再脫下皮鞋
和襪子，光着腳丫，把防水背包
和皮鞋一一放在槳板最前端。最
後一步，把槳板上的安全繩繫在
腳踝處，這樣人和槳板連在一
起，即便落水，人也能迅速找到
槳板浮到水面。

6分鐘到長江對岸
8點15分，一切準備就緒。只
見劉付操左腳先上板，身子前
傾，然後雙腳跪在板上，用槳向
前划去。划行幾米後，劉付操逐
漸從板上站立起來。只見他雙手
划槳，一會兒左邊，一會兒右
邊，越來越用力，划動幅度越來
越大，背影越來越小……8點21
分，劉付操通過電話告訴記者，

他已成功到達對岸。
劉付操住在萬州區陳家壩街

道，長江南岸。去年7月，萬州
長江二橋檢修，消失多年的輪
渡再次啟航，但每天坐輪渡過
江的人實在太多，需要排隊。
「而且輪渡也不能直達上班地
點。既然輪船可以過江，我們
平時划槳板也經常過江，上班
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劉付操
這樣想，也開始這樣做。

執法大隊：安全存隱患
雖然劉付操是萬州槳板活動的

愛好者，受過專業訓練，平時也
經常參加比賽及民間救援。但重
慶朝天門海事處魚嘴執法大隊大
隊長崔雲川表示，按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
例》規定，任何船舶人員不得使
用生活小船過河渡江，除了自身
存在安全隱患，對航道內的船舶
行船安全也有影響，未遵守規定
將受到處罰。
「即便是普通船隻，也需要證

照等手續齊全合格之後，才能進
入江河行駛。即便是水上體育競
技等集體活動，也需要提前報
備，在指定的安全水域進行。」
崔雲川說。 ■《重慶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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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槳板成劉槳板成劉
付操上班的付操上班的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因大齡沒對象，生活壓力大，劉某
產生輕生念頭，多次故意酗酒。昨
日，記者從湖北省襄陽鐵路公安處襄
陽東車站派出所了解到，車站工作人
員三次將劉某送往醫院，經過民警規
勸，14日晚，劉某已前往廣州工作。
13日22時30分許，襄陽東車站派
出所民警接到襄陽東車站工作人員通
報，有旅客在候車室吸煙室附近發現
一名醉酒男子蹲坐在地上不省人事，
民警迅速趕往現場。經查，醉酒男子
劉某28歲，是河南省鄧州市人，持
2019年2月13日襄陽東至廣州K4308
車票。由於劉某當時身上有很大酒
氣，民警協助車站工作人員撥打120

將劉某送往襄州區人民醫院。
14日早上，劉某在襄州區人民醫院

接受完治療後再次返回襄陽東火車
站。然而，襄陽東車站工作人員在火
車站售票廳再次發現劉某醉倒躺臥在
地，只好再次叫來120救護車將其送
走。
14日10時許，劉某再次自行從襄

州區人民醫院來到襄陽東火車站進站
口，並且仍處於醉酒狀態，行動不能
控制。民警與車站溝通，第三次將劉
某送上救護車前往醫院治療。
14日13時許，劉某精神已恢復正

常，並於14日晚坐上了由襄陽東到廣
州的火車。 ■搜狐新聞

湖北襄陽鐵警三救輕生醉漢

漂

杭州時代小學校長唐彩斌留
言：的確是這樣，我們學校每年跟蹤

的數據也佐證了，三年級是近視高峰期。

網友小陌：學校不該佈置APP作業。

網友swk：各種各樣的電子產品，各種各樣的補習

班，孩子想不近視可能嗎？

網友遙遙遠遠：我小時候極愛看書，父母叫我睡

覺，我就躲被窩裡打手電筒看，結果四年級就近

視了。

網友 betty：初 中 沒 有 午 休

時間，戶外運動更少，

這樣不近視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