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80後後」」周子俱一身簡單的襯衫周子俱一身簡單的襯衫，，帶着香港文帶着香港文
匯報記者穿過幾排磚瓦民房匯報記者穿過幾排磚瓦民房，，來到他租來到他租

住在廣西玉林市區的房屋內住在廣西玉林市區的房屋內。。不大的出租房客廳一角堆不大的出租房客廳一角堆
滿了各式的中藥材滿了各式的中藥材，，他腼腆地介紹他腼腆地介紹，，這裡既是庫房這裡既是庫房、、工工
作室作室，，也是他的住所也是他的住所。。

求購者眾求購者眾 問懵店主問懵店主
20152015年年，，為了方便照顧生病的母親為了方便照顧生病的母親，，在廣東務工的在廣東務工的
周子俱回到家鄉周子俱回到家鄉，，一番考察後一番考察後，，他開了一家淘寶網店他開了一家淘寶網店。。
「「玉林是中國進出口中藥材最大的集散地和中轉站玉林是中國進出口中藥材最大的集散地和中轉站，，所所
以我決定淘寶店銷售以我決定淘寶店銷售、、批發各式中藥材批發各式中藥材。」。」
為了開設淘寶店為了開設淘寶店，，周子俱還自學了周子俱還自學了PhotoshopPhotoshop。「。「剛剛

剛開店剛開店，，網絡訂單並不多網絡訂單並不多，，賣的最好的是廣西特產賣的最好的是廣西特產－－
羅漢果羅漢果。」。」周子俱說周子俱說，，經過一段時間經營經過一段時間經營，，淘寶店銷售淘寶店銷售
稍微有了起色稍微有了起色，，雞血籐雞血籐、、羅漢果羅漢果、、地蠶等中藥材銷售旺地蠶等中藥材銷售旺
季能有逾百單成交季能有逾百單成交。。
然而然而，，今年春節卻突然多了很多關於蚯蚓乾的詢問今年春節卻突然多了很多關於蚯蚓乾的詢問。。

「「蚯蚓乾在中藥材裡稱地龍蚯蚓乾在中藥材裡稱地龍，，原本懂的人不多原本懂的人不多，，一般購一般購
買的多為專業的中醫師或業內人士買的多為專業的中醫師或業內人士，，多的時候一個月也多的時候一個月也
就十來單成交就十來單成交。」。」彼時彼時，，還沒看過還沒看過《《流浪地球流浪地球》》的周子的周子
俱對於突然俱對於突然「「走紅走紅」」的蚯蚓乾內心滿是疑惑的蚯蚓乾內心滿是疑惑。。

昔無人買昔無人買 今訂單繁今訂單繁
「「我一開始以為是網友調侃我一開始以為是網友調侃，，因為有的人竟然問有沒因為有的人竟然問有沒
有榴蓮味有榴蓮味，，我解釋過沒有這種口味我解釋過沒有這種口味，，而且真正的地龍味而且真正的地龍味

道很腥道很腥，，直接吃根本吃不了直接吃根本吃不了。」。」即便周子俱再三解釋即便周子俱再三解釋，，
昔日乏人問津的蚯蚓乾仍然多了好多筆訂單昔日乏人問津的蚯蚓乾仍然多了好多筆訂單。。
「「之前一個月能賣十幾單之前一個月能賣十幾單，，很多還都是老客很多還都是老客，，而在電而在電

影播出最熱的那段時間影播出最熱的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用在回應網友關我幾乎每天都用在回應網友關
於蚯蚓乾的諮詢於蚯蚓乾的諮詢。」。」
「「不斷有人在網上問我有蚯蚓乾賣嗎不斷有人在網上問我有蚯蚓乾賣嗎？？有沒有榴蓮味兒有沒有榴蓮味兒
的的？」？」當時還沒看過電影的周子俱曾一度疑惑當時還沒看過電影的周子俱曾一度疑惑。。專程去專程去
看完看完《《流浪地球流浪地球》》後後，，對於網友慫恿其研製對於網友慫恿其研製「「榴蓮味蚯蚓榴蓮味蚯蚓
乾乾」」的建議的建議，，周子俱心動了周子俱心動了。「。「這確實是一個商機這確實是一個商機。」。」

味苦且腥味苦且腥 研製屢敗研製屢敗
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周子俱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大熱的周子俱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大熱的

IPIP 商機商機，，但研製新口味的蚯蚓乾卻並未如想像般容易但研製新口味的蚯蚓乾卻並未如想像般容易。。
周子俱說着從身後的蛇皮袋中拿出一條蚯蚓乾展示周子俱說着從身後的蛇皮袋中拿出一條蚯蚓乾展示

說說：「：「蚯蚓乾做中藥一般是磨成粉末來入藥蚯蚓乾做中藥一般是磨成粉末來入藥，，乾吃不僅乾吃不僅
味道特別苦味道特別苦，，而且還很腥而且還很腥。」。」
因為賣相因為賣相、、味道都不佳味道都不佳，，周子俱嘗試過將其水煮後油周子俱嘗試過將其水煮後油

炸炸，，也嘗試過用麻辣的味道掩蓋其原本的土腥味也嘗試過用麻辣的味道掩蓋其原本的土腥味，，但是但是
均以失敗告終均以失敗告終。。
「「憑借我自己的力量憑借我自己的力量，，要研製成一種新口味的零食要研製成一種新口味的零食，，

確實有點難確實有點難。」。」為此為此，，周子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子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他
目前正在積極聯繫食品廠目前正在積極聯繫食品廠，，希望可以跟有實力的食品廠希望可以跟有實力的食品廠
合作共同研製合作共同研製。。
「「我很希望有一天我很希望有一天，，蚯蚓乾真的能像魚乾蚯蚓乾真的能像魚乾、、牛肉乾牛肉乾

一樣一樣，，成為一種受人歡迎的零食成為一種受人歡迎的零食。」。」即便屢試屢敗即便屢試屢敗，，
周子俱仍表示自己還將繼續努力研製周子俱仍表示自己還將繼續努力研製《《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同款同款」」零食零食。。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春節，中國首部科幻

片《流浪地球》大熱。電影裡，人類移居地

下並開始食用蚯蚓乾，榴蓮味蚯蚓乾變成「網

紅零食」。現實中，影迷的好奇心讓廣西青年

周子俱的網店迎來了「春天」。看完整部電影，

周子俱決定循着網友的建議，開發一

款真正的「榴蓮味蚯蚓乾」。

蚯 蚓 在
醫藥界的
利用最早
可追溯至

《神農本草經》中，蚯
蚓被列為下品，時稱
「邱蚓」，後來歷代本
草也基本都有記載。

儘管中國人最早叫它
「邱蚓」，但歷代醫家卻
將作為藥用的它稱為「地
龍」，很多古本草經大多
用「地龍」單味入藥或入
複方。比如：《千金方》
中單味用乾「地龍」治齒
痛；複方用「地龍」的，
就有著名的補陽還五湯，
那是清代醫家王清任《醫
林改錯》治療中風的一張
名方。

據悉，地龍蛋白2009
年被中國衛生部列為
「新資源食品」。作為

食品的蚯蚓介紹如下：新鮮蚯蚓
蛋白質含量佔20％以上，乾燥體
可高達50％至70％以上 ；含人
體必需的8種氨基酸 ，種類齊全
到基本符合WHO／FAO規定的
優良蛋白質中必需氨基酸含量應
佔氨基酸總量40％的標準。

此外，蚯蚓的油脂含量在5％
至8％之間，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高，可以調節人體血脂，預防
和治療因高血脂引發的心腦血
管疾病，還有調節血糖、延緩
衰老、抗癌等功效。因此，無
論是作為新型保健品的優質原
料，還是因一部電影而被挖掘
出其他的商業價值，蚯蚓乾的
開發都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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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流浪地球》》讓讓「「蚯蚓蚯蚓
乾乾」」走紅走紅，，圖為周子俱展示圖為周子俱展示
作為中藥材的蚯蚓乾作為中藥材的蚯蚓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周子俱在打包網店的蚯蚓周子俱在打包網店的蚯蚓
乾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科幻片帶紅
科幻片帶紅蚯蚓蚯蚓乾乾

桂青誓研出
桂青誓研出榴蓮味榴蓮味

▶在《流
浪地球》中，
一盒包裝精美的
蚯蚓乾作為一份禮
物，是電影的道具之
一。圖為該道具在片中
的畫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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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加入韓團隊 藍營團結氣勢增
競總主委仍待定 學者：老派不沾邊能讓韓放手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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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福建省教
育廳21日披露，32個福建省高校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基地將在福建高校設立，多個基地以
研習傳承閩台非物質遺產文化為主。廈漳泉
地區均祭出「閩台」傳統文化，顯示其作為
台灣同胞主要祖籍地的深厚淵源。包括，廈
門大學主推閩台地方戲、閩南師範大學主打
閩台傳統戲曲（歌仔戲）、泉州幼兒師範高
等專科學校鎖定閩台優秀傳統文化藝術。
福建擁有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共517項，其中國家級「非遺」項目130
項，數量居全國前列。近年來，該省積極推
動「非遺」文化進校園，開設相關專業，並
招收台灣學子。如廈門大學於2010年即培養
出大陸首批閩台戲劇研究方向博士，此後不
少台灣知名歌仔戲演員、劇作家和作曲家前
來就讀歌仔戲方向的博士生。
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戲劇戲曲學博士生

導師陳世雄表示，設立閩台地方戲傳統文化
傳承基地，有助於聯結兩岸學術力量，更系
統地介入劇種保護研究。
當前福建大力鼓勵高校招募台籍教師，目前
在閩工作的台籍教師超過330名，這也為高校
設立閩台非遺文化傳承基地提供人才資源。
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林明太告

訴記者，該校基地有11名全職教師，其中4
位來自台灣。該校共有56名台籍教師，其中
美術、旅遊、設計和傳播等專業的台籍教師
也主動參與到媽祖文化傳承傳播。
在今次公佈的32個基地中，福建師範大學

「閩台地方戲曲」入選教育部「全國普通高
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基地」，傳承範圍
包括梨園戲、高甲戲和歌仔戲等閩台民眾皆
喜的民間戲曲。
「閩台戲曲傳承大多處於老藝人凋零、年
輕戲曲人才創新易、守本難的困境。」福建
師範大學閩台地方戲曲文化傳承基地負責人
曾憲林說，學術力量介入，對史籍梳理、人
才培養「有的放矢」，有助於兩岸共有的戲
曲文化和民族記憶「根的延續」。
目前，這些基地名錄正在公示中。

■■福州舉行閩台七夕福州舉行閩台七夕
節日習俗活動節日習俗活動，，這是這是
「「閩台閩台」」共有的節日共有的節日
習俗習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已經請假的韓國瑜從上周開始密集投入拜訪基
層，他21日深入藍營票倉嘉義地區「固票」。

他參拜嘉義縣新港奉天宮時，農民楊宗耀陳情訴
苦，表示農民做1公頃田半年才賺1萬元（新台幣，
下同），已「水淹鼻孔」、苦不堪言，當局收購公
糧價格連一毛錢都沒調漲，盼韓國瑜做農民的救
星。
楊宗耀說，萬物齊漲，唯有稻價不漲，稻作成本
每年增加，農民苦不堪言。農民寒天播種水冷吱

吱，熱天播種水燒燙燙，只求有基本收入，要求稻
米公糧收購價調漲3元，以增加農民收益，屢次向
農委會陳情未獲善意回應，盼韓國瑜當選能當農民
的救星，調漲收購價。韓國瑜離開時接下陳情書，
並說，確實很多年沒有漲了，當局應該苦民所苦。

吳敦義婉拒競總主委
不過，外界最為關注的，仍然是負責選戰總操盤的
競選總部主委則至今仍未敲定。台媒報道稱，現任國
民黨主席吳敦義曾被認為是韓競選總部主委的熱門人
選，但吳敦義在14日的表態時婉拒了這一可能，理
由主要是自己忙不過來，還要輔選「民意代表」。

韓競選總部11月成立
14日，吳敦義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他現在非常忙

碌，而且還有「民意代表」輔選的行程也很重要，所
以目前已由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擔任競選總
部總幹事。吳敦義相信，曾永權有調動全黨幹部的能
力，而他自己願意接受擔任名譽理事或名譽主委。
對於這番婉拒，前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還是希

望吳敦義能來當韓國瑜的競選總部主委，這會對韓

有一定幫助。台灣學者胡幼偉則提供了另一個角
度，他說，「吳敦義不出任主委也未嘗不好，因為
這本來就是由韓國瑜帶領的『庶民革命』，老派國
民黨不『沾邊』，反而能讓韓放開手打自己的
仗。」
據報道，曾永權日前已確認，韓國瑜的競選總部
將於11月初在高雄成立。而各縣市的競選總部則會
因地制宜，在適當時間，配合「民意代表」參選人
行程陸續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引述台灣媒體

報道，繼上周末在「綠地」台南以大團結

姿態造勢後，國民黨備戰2020選舉又有積

極消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接受國民

黨2020年選舉參選人韓國瑜的邀請，將擔

任其競選總部的後援會總會長，這是在張

善政出任政策顧問團團長後，競選總部又

一個重要位置確認。

台鐵事故一周年鳴笛追思罹難者
香港文匯報訊據香港中通

社報道，台灣鐵路普悠瑪列
車翻車事故滿一周年，台鐵
全線火車21日在事件發生時
間同時鳴笛，以表達對事故
罹難者的追思。
2018年10月21日，普悠

瑪列車在宜蘭新馬站出軌
翻覆，造成旅客 18 人死
亡、210 人受傷。事隔一
年，台鐵於 21日 16 時 49
分，即當天事發時間，全
線列車同時鳴放長緩汽笛
一聲，時間3秒鐘，以撫平
家屬及當事人傷痛，期望

走出陰霾，恢復平靜與正
常生活。
台鐵表示，透過全線火

車鳴笛追思，除對罹難者
表示哀悼外，並提醒全局
同仁記取教訓，持續努力
改革，不再發生類似事
故，確保行車安全。
翻車事故發生後，台灣交

通事務主管部門提出調查報
告，指列車的超速防護系統
被司機關閉而沒有發揮應有
的保護功能，導致列車彎道
出軌，但此說至今仍備受家
屬及司機質疑。

台外銷訂單連續11個月負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台灣當局
經濟事務主管部門21日公佈，9月台灣外銷
訂單金額為455.3億（美元，下同），同比
減少4.9%，連續11個月同比負增長。
數據顯示，台灣主要接單地區的9月訂單金
額均同比下降。來自大陸（含香港）的訂單金
額為109.6億，較去年同期減少3%；來自歐
洲的訂單金額為100.4億，同比減少8.6%。
其他主要外銷市場，美國、東盟及日本訂單
金額分別同比減少1.8%、5.6%和4.2%。
台灣七大類外銷產品訂單金額也全線同

比負增長，其中化學品、基本金屬製品降幅
最大，分別為28.7%和18.9%。資訊通信、
電子產品、光學器材、機械產品、及塑橡膠
製品訂單金額同比減少1%、4.3%、2.5%、

12.1%和6.5%。
統計報告分析說，9月外銷訂單同比減

少，主因是貿易摩擦及國際原物料行情大幅
滑落。展望未來，全球景氣趨緩，市場需求
繼續呈現保守，加上原物料價格低迷，均將
抑制接單動能。人工智能、5G通訊技術、
高效能運算、物聯網等新興應用持續拓展，
或有助於帶來新商機。
另據台媒報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

調台灣經濟增長率預測之後，台灣中華經濟
研究院仍宣佈樂觀上修今年經濟增長率為
2.33%，並認為2020年能達到2.34%，卻被
應邀出席發佈會的財經專家「示警」。永豐
金控首席經濟學家黃蔭基表示，未來景氣只
有下行的必然，沒有上揚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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