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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西 省
長治市長子
縣的王樹賢
已經在農村
放映電影半
個世紀。

網上圖片

保境安民保境安民抬汪公抬汪公
貴州民俗人氣旺貴州民俗人氣旺

從1969年起，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的王樹賢已
經當了半個世紀的電影放映員。
17歲，王樹賢入伍，接觸到了電影放映。離開

部隊後，他到了電影公司工作。他說：「最早的電
影膠片是易燃片，在運送和使用過程中要格外小
心，放映的時候必須全神貫注地盯着片窗。」王樹
賢還表示，當時放映設備很重，放映過程中每隔一
段時間還需要換一次膠片。
隨着電視的普及，農村電影放映漸漸式微。直到

2007年，農村數字電影放映工程在全國大範圍推
廣，王樹賢親歷了放映設備從膠片電影機向數字放
映機的轉變。
王樹賢說，除了操作便捷及安全，以高質量放映

回歸農村的電影院重新受到村民們的青睞，長治銀
光院線也從一年訂購約20部影片變為了100餘部。

■中新社

在隋末唐初的越國公汪華誕辰之日的正月十八

（即前日），貴州吉昌屯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抬汪

公」活動來紀念這位保護神，吸引了逾十萬人參

加，擠得現場水洩不通。汪華保境安民，使徽州人

民免受戰亂之苦。今年已是汪華的紅面紫檀木坐像

第六三八次在這裡「巡遊」，而「抬汪公」也早已成

功晉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正月十八（即前日）是汪華的誕辰。時隔
1,300多年後，汪華的紅面紫檀木坐像在八

抬大轎上從汪公廟被請出。這是在遠離其老家安
徽績溪的貴州吉昌屯今年的「抬汪公」，且已是
其第六三八次在這裡「巡遊」。
據悉，該坐像係當地一位名為「石譚氏」的婦女
牽頭籌資雕塑。在此之前，從安徽老家隨軍而遷至
此地的汪華坐像，在受到600餘年敬奉之後，在文
革時期遭到了破壞、「抬汪公」活動也被禁止了，
但有不便具名的當地老者透露，「其實民間一直
『陰倒』（記者註：當地方言，即「悄悄」之意）
在搞，只是規模小，但從未中斷。」
該名曾擔任村支書、現為當地屯堡文化研究會
顧問的老者也透露，政府於後來推動了「抬汪
公」活動申報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老者估計，今年人數
至少比去年的10萬超

出了兩三萬。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現場人山人
海，簡直找不到「下腳」的地方；汪公巡遊沿線，
戶戶均設香案，吃食果品，禮迎「汪公菩薩」。既
是表達對汪公的尊崇，也是為自己和家人祈福。

逾600年儺面戲保存至今
現場的儺面地方戲隊（儺面是一種傳統戲曲劇

種。演員多佩戴代表神靈的面具，表演動作較為
原始，音樂多用鑼鼓伴奏、人聲幫和。）且行且
演。它表現的內容是征南而來的屯兵熟悉的軍旅
生活以及屯堡村民所喜愛的薛家將、楊家將和岳
家將等。因軍屯形成了長期與外界的隔離，600
多年來的習俗保存至今。
吉昌屯的「抬汪公」持續了三天。正月十六晚，
當地德高望重的長者給紫檀坐像沐浴、更衣。正月
十七，當地15大姓各提供一隻豬，率全族人依次在
廟裡的汪公坐像前行祭奠大禮。另有幾戶人家，今
年單獨前來祭奠，總共抬送了18隻豬。

汪公故里有「坐公」
據了解，活動主辦方「十八會」成員由

各個大姓選出，有包括財務公開在內的一整套「會
務公開」規矩；成員全部無償付出。而據徽學研
究者方利山指出，在汪公故里，村東建有大廟，內
有泥塑汪公坐像，不能移動，故稱「坐公」；另有
紫檀木雕汪公，形制較小可以移動，故稱「行公」。
在汪公故里，由專司汪公紀念的機構「太子

會」安排，每月輪流供奉在「太子會」選出的
「齋官」、「頭首」家中正堂上，天天祭拜。
「齋官」則相當於村民小組長，每「隅」選出一
位；「頭首」相當於村民小組副組長，每「隅」
兩位。年節時段，則將「行公」從家中請出來巡
遊，並接受集體供奉，行禮如儀。
方利山研究中，目前尚未有更多的「太子會」
運作機制的內容，也無「太子會」經費來源的相
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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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華原名汪世華，避唐
太宗李世民「世」之名
諱，改名汪華。史料載，
汪華「蚤（早）孤家

貧」。後來汪華應募平婺源的寇亂，在軍
中脫穎而出。並在隋末「帶甲十萬，建號
吳王，凡十餘年。李唐勢成，汪華審時度
勢，主動率六州歸附，使六州生靈免於朝
代更替可能出現之戰亂之苦」。

有證據表明，「吳王」汪華治下，保
境安民，百姓安居樂業，所謂「功濟六州

之民」。自唐太宗李世民始，唐、宋、元
等各朝，共有九個皇帝先後15次賜汪華
以各種封號，而徽州民間則把「越國公」
奉為「太陽菩薩」和「汪公大帝」，在官
方和民間共同的努力操作之中，汪華的形
象終於由人變成了「神」。

徽學專家方利山稱，官方的造神活
動反映了借汪華的神威穩定安定統治秩
序的需要；民間百姓的尊神活動則反映
了百姓期盼社會安寧、民生康樂，國家
一統的美好願望，是對汪華「始終歸於
靖民」的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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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公緣何成「神」？

■■貴州當地婦女方隊身穿流傳貴州當地婦女方隊身穿流傳600600多年的漢多年的漢
族日常服飾遊行族日常服飾遊行。。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攝

■■儺面戲表演給汪公儺面戲表演給汪公
異地崇拜增添異彩異地崇拜增添異彩。。

汪公紫檀坐像汪公紫檀坐像

■■「「抬汪公抬汪公」」是每年在貴州吉昌屯舉是每年在貴州吉昌屯舉
行的傳統民俗行的傳統民俗。。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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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支持統一 逆歷史潮流
國台辦：充分暴露民進黨危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

針對兩岸協商的問題，郁慕明此前曾表
態稱，新黨規模再小也不會卸責，必

須要為未來的年輕人規劃，願意率先與大
陸政治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平發展機
制，確保台海和平安定；若跑去對岸政治
協商要被關五年，那他接受關五年。
然而，就在21日，身為陸委會主委的民
進黨陳明通卻公然威脅新黨主席郁慕明，
如果他與大陸進行民主協商，可能「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還叫囂讓郁慕明不要
「以身試法」。郁慕明得知消息後則回擊
表示，他不需要去回應陳明通的說法，因
為事情還沒發生，自己只是反映人民的心
聲。

國台辦：民主協商是正途
針對此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22日表

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鄭重倡議「在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
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
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
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民主協商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

確方向，符合兩岸民意和時代潮流。我們
熱忱歡迎台灣各政黨、各界別代表人士踴
躍參與，建言獻策，共同推動。
安峰山說，郁慕明主席表示「願意率先

與大陸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平發展機
制，確保台海和平安定」，展現了民族大
義和使命擔當；民進黨當局一些人動輒揮
舞大棒，打壓支持統一的政黨和人士，充
分暴露其危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逆歷史
潮流而動的本質。他們阻撓不了兩岸關係
向前發展的歷史趨勢。

韓國瑜斥蔡英文方向錯誤
台灣《聯合報》援引《日本經濟新聞》
英文版網站報道稱，韓國瑜22日接受駐台
外媒聯訪時批評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
大陸政策方向錯誤，並表示台灣應該與大

陸展開「和平談判」。
報道稱，韓國瑜表示，台灣與大陸洽簽
「和平協議」無可避免。他還表示，台灣
民眾迴避討論與大陸的「和平協議」的時
間愈來愈少。因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愈來愈
不穩定。
韓國瑜也表態自己支持「九二共識」。

該報道稱，雖然韓國瑜拒絕回答是否參選
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問題，對於
「和平協議」也並未多作說明，但是他對
兩岸關係的論述可被解讀為——他如果參
選，會先闡明自己與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南
轅北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
社報道，綠營近日攻擊
與兩岸和平協議相關議
題。國民黨昨日發聲明
稱，兩岸和平協議是不
分藍綠共同都有的主
張，李登輝、陳水扁、
馬英九時期都有相關主
張；儘管名稱略有不
同，內涵精神卻類似，
都是要謀求兩岸和平穩
定；呼籲民進黨不要昨
是今非。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近

日提出若國民黨2020年
重返執政，將考慮與陸
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此
言論引發綠營攻擊，陸
委會主委陳明通更痛批
和平協議等同「統一協
議」。
對此，國民黨回應，

李登輝在 1996 年即表
示，兩岸目前首先要做
的就是「和平協定」；
陳水扁則在2004年提出
兩岸簽署「和平穩定互
動架構協議」。
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人蘇貞昌日前舉
例表示，英國二戰時跟
德國簽和平協議卻換得
戰爭。
國民黨反駁，陳水扁
提出兩岸協議主張時也
以歷史經驗為例，稱在
因主權問題引發衝突的
中東，以色列、埃及和
約旦都曾簽署和平協
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高雄市的高雄中學及高雄女中
的學生發起連署活動要求終止放榜
新聞，獲校方響應與認同；台北市
的北一女中、建中、政大附中、台
師大附中也都表態響應，不再發出
放榜新聞。台灣教育事務主管部門
昨日指出，將在各項會議中倡議這
一做法。
該兩校連署活動中稱，放榜新聞
限制了升學主義對成功的想像，扼
殺學生更多元的自我實現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環球網報道，台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日前公

然對新黨主席郁慕明威脅稱，如果與大陸進行民主協商，可能會被「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據悉，郁慕明曾表態願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然

而，台當局的恫嚇並未奏效，不僅郁慕明直接回擊稱自己是反映民眾的心

聲，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台灣應該與大陸展開

「和平談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於22日應詢亦表示，民進黨當局一

些人動輒揮舞大棒，打壓支持統一的政黨和人士，充分暴露其危害兩岸同

胞共同利益、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本質。他們阻撓不了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

歷史趨勢。

台多校叫停放榜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

蓉 福州報道）繼上月「高雄-
平潭」貨運直航的首航成功
後，再次裝載着高雄農漁產的
台北快輪經過9個小時航程，
預計於今早 8時順利抵達平
潭，標誌着高雄到平潭貨運直
航進入常態化運營。
據悉，運營初期每半月一航

班。隨着下半年京台高速平潭
段的通車及明年福平鐵路的運

行，平潭將構建與台灣海鐵及
海陸空聯運的物流大通道。
據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相關

負責人介紹，這次航班載有水
果、冰鮮凍品和果汁等107個
標準櫃的貨品，貨值2,494.8萬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各
類農漁產品 78 櫃，貨值超
792.1萬元；總貨值及農漁產
品量均超首航。
高雄市副市長葉匡時表示，

以往農漁產品從出貨至運抵目
的地至少要兩、三日，但今後
可在最短時間內送達目的地。
平潭將於近期建立台灣農漁

產品交易市場，平潭口岸將成
為台農漁產品進入大陸的主通
道。
這批農漁產品將銷往福州及

長三角地區；在農漁產品交易
市場開展批發業務；或對平潭
遊客和居民銷售。

高雄平潭貨運直航呈常態化
■高雄至
平潭船運
將改為每
兩周一班
的常態化
航班。

中央社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應民進黨對兩岸統一議題的打壓表示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應民進黨對兩岸統一議題的打壓表示，，打壓支持統一的政黨打壓支持統一的政黨
和人士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和人士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圖為日前台灣觀光旅遊界在台北冒雨遊行圖為日前台灣觀光旅遊界在台北冒雨遊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