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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浙 江
新 聞 報

道，「浙江慈善
獎」是該省公益慈善
領域政府最高獎，自2006
年以來已成功開展六屆。第六屆
「浙江慈善獎」評選表彰的對象主要是
2016年 6月至2019年 6月期間，在賑
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學、
助醫以及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
生、體育等事業的發展，保護和改善生
態環境等公益慈善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
個人、機構和項目。
本屆「浙江慈善獎」獲獎者共計132

個人。其中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2個，
慈善楷模獎10個，個人捐贈獎30個，
機構捐贈獎30個，慈善項目獎30個，
志願服務獎20個，扶貧攻堅獎10個。
「個人捐贈獎」名單中就有海鹽的「金
粟緣人」。

捐款「是很守時的人」
據報道，「金粟緣人」第一次出現，
是在2015年11月3日。那天上午，一個
陌生來電讓海鹽縣慈善總會原常務副會
長柏莉鳳十分驚喜。電話中，一名男子
仔細詢問了慈善總會的運作情況，隨後
便提出要捐出100萬元，幫助海鹽縣的
困難學生和其他困難群體。
「他從來沒露過面，是高是矮，多大
年紀，我們都不知道。」雖沒見過這位

神
秘人，但
海鹽縣慈善總
會秘書長許虹梅
卻稱讚，他是一個很
「守時」的人。因為從
2015年起，每年他都會按
照「約定」準時捐贈一筆100
萬元的善款。
按照當地慈善捐助規定，慈善總

會收到善款後，不僅要開收據，還要向
社會公告。但神秘男子不願公開身份，
只留下了一句話，「就叫我『金粟緣
人』吧」。
「汪敏」是由浙江省慈善總會推選獲
獎的。浙江省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告訴
澎湃新聞，匯款單上的留名是「汪
敏」，但其從未露過面，也不知道究竟
長什麼樣子。
這並非匿名捐贈人第一次獲得浙江慈

善最高獎。2006年舉行的首屆「浙江慈
善獎」上，一名由慈善工作人員取名為
「我想」的匿名捐贈人首獲該獎。
「我想」於2005年向寧波市慈善總會

鎮海分會一次性捐贈108萬元，2006年
「我想」再次向鎮海分會捐贈50萬元。
鎮海分會根據該匿名人士多次提到「我想
回報社會」、「我想為困難群眾做點好
事」等願望後，將其取名為「我想」。

留下短信婉拒採訪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通過海鹽縣

慈善總會輾轉聯繫上了「金粟緣人」
本人，他用一條短信謝絕了採訪，並
留下了一句話：「我只不過是做了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幾年前，他也
曾通過短信婉拒當地媒體的採訪。
他說，「有能力的時候常做好
事，沒能力的時候常存好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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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因何早逝的孩童，被美麗的織
物包裹着裝入甕棺，經過5,000多年
時光的剝蝕，只剩下一堆殘骸。
研究人員近日在河南省滎陽市汪溝

遺址出土甕棺裡的頭蓋骨附着物和甕
底土樣中，檢測到桑蠶絲殘留物，表
明當時包裹亡童的織物是絲綢。
昨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仰韶時代絲

綢發現新聞發佈會上，鄭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汪溝遺址發
現的絲織物殘存，與此前青台遺址甕
棺中出土的織物為同類絲織物，結合
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骨雕家蠶，確
切證明中國先民在5,000多年前已經
開始育蠶製絲。
青台、雙槐樹、汪溝等遺址地處鄭

州仰韶文化聚落群，是中華文明起源
的重要核心地區之一。

當時中國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中國絲綢博物館

館長趙豐介紹說，根據碳化痕跡孔隙
和殘留纖維的電鏡觀察，科研人員在
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炭化織物中發
現了絞經織物，紗線較細，是四經絞
羅織物碳化後的痕跡。借助該館自主
研發的聯免疫技術，最終確認絞經
織物是絲織物殘存。
「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代

最早的絲製品，距今5,300年至5,500
年。此前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出土的
絲 織 品 距 今 是 4,200 年 至 4,400
年。」顧萬發說，進一步研究發現，
當時中國的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而
非初始。

古人具備馴化家蠶技術
據顧萬發介紹，出土殘片中有一塊

「綾羅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了染色處
理，在織法上採用了較為複雜的絞經結構。為
防止掉色，古人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
脫膠後稱熟絲，這塊羅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
現的時代最早的熟絲絲綢製品。
據介紹，距離青台遺址不足百公里的雙槐樹

遺址出土的骨雕家蠶長6.4厘米、寬不足1厘
米、厚0.1厘米，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
的蠶雕藝術品。
根據蠶的整體造型以及頭昂尾翹的繃緊

「C」形姿態，專家推測古人雕刻的是一隻正
處於吐絲階段的家蠶。「這說明當時的古人已
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並可以馴化出成規模
的家蠶。」顧萬發說。 ■新華社

▶「金粟緣人」近5年
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
贈100萬元人民幣。 新華社

■■1111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彰第現場表彰第

六屆六屆「「浙江慈善獎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獲獎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11月19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彰第六屆

「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不過，榮獲「個人捐贈獎」的「金粟緣人」和

「汪敏」，兩人的座位上空蕩蕩的。他們都被大會歸為匿名捐贈

人，「金粟緣人」近5年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贈

100萬元（人民幣，下同），「汪敏」從2010年

2月起每月不間斷地向浙江省慈善總會

賬戶匯去數千至上萬元的善

款。 ■新華社

5年捐款500萬元 只為「有能力常做好事，無能力常存好心」

細化落實「26條」閩擬加大優惠力度

台青赴閩創業逾3萬人
「31」+「26」惠台措施成效顯現 福建先行部分案例

■六和機械、東南汽車等台企設立省級企
業技術中心；冠捷、建霖為國家級工業
設計中心。

■為燦坤等台企累計提供近百億美元出口
業務風險保障。

■2019年已有762人次台胞在閩購買商品
房，203戶台胞家庭申請公租房並入住。

■2018年以來共有35人次台胞參與15項
綜藝節目製作，其中包括《青春最強
音》等節目。

■已有13所高校具備招收台灣學生資格，
累計招收台灣學生6,750人。

■2018年以來已向383名在閩高校就讀的
優秀台生頒發獎學金總額240萬元人民
幣。

■2019年已有10名台籍青少年運動員閩
省註冊，參加了足球、籃球、乒乓球、
排球、擊劍、帆船等6個項目的青少年
錦標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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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
者從昨日召開的福建省港澳台辦政策
說明會上獲悉，閩台能源資源互通取
得進展，廈門至金門的廈金大橋、福
州至馬祖的榕馬大橋項目已提出線路
比選方案，並開展大陸側的測量、地
勘作業。
閩台通電方面，福建與金門、馬祖

電力聯網方案初步確定，已委託台灣
合作方開展可行性研究，預計2020
年完成。去年8月，福建已經實現向
金門通水。
福建省正大力推動閩台「應通盡

通」，並取得明顯實效。在行業標準
共通方面，台灣地區標準化（廈門）
研究中心已獲批設立，福建平潭率先
構建覆蓋台灣職業資格、企業資質、
商品檢驗的「全鏈條」採信體系，完
成134大項兩岸職業資格比對，其中
95項可實現直接採信，已頒發500多
本採信證書。
基礎設施聯通方面，閩台之間已常

態化開通17條海空航線，每天往來
閩台兩地達6,000人次，進口台灣水
果基本能實現上午採摘、下午送達福
建各大商超，晚上就能進入百姓家
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建報
道）福建省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黃葦洲
介紹，福建將圍繞藝術、文創、動漫、
非遺、產業項目、主題公園建設等細化
落實「26條措施」。圍繞職稱評審、台
商子女招考、台生資助政策等將研究推
出更大力度優惠措施。
黃葦洲稱，福建將借助海峽兩岸文博
會等文化和旅遊展會平台，推出一批主
題公園、旅遊基礎設施等對台招商；探

索文創園區開發模式、收入分配和激勵
機制等，吸引台灣文創設計人士參與文
創園區建設運營；引進台灣文創人士參
與福建博物院、省圖書館、閩台緣博物
館等文化文物單位文創產品開發；探索
對接台灣知名藝術家來閩打造音樂、舞
蹈、繪畫等產業園區；邀請台灣文創設
計師參與德國紅點獎「中國好設計」
獎、牡丹獎·全球文化創意設計大賽、福
建文創獎等知名賽事。

黃葦洲介紹，福建也將探索建設
「海峽兩岸話劇創作合作基地」等不
同藝術門類的創作合作基地，邀請台
灣藝術大師來閩授課、教學，探索創
排各類兩岸合作劇目（節目），並推
薦參演福建省各類大型文藝展演展示
活動。
另外，在職稱評審、台商子女招考、

台生資助政策等相關措施也有新舉措。
經培訓且通過考核的人員，可在福建省

境內執業，其執業範圍等同大陸導遊人
員、領隊人員執業範圍。
同時，擴展文旅主管系列職稱評審

範圍。在已有的台籍藝術專業人員同
等享有待遇外，研究新增在閩創業就
業的台籍專業人員參加圖書資料、文
物博物、群眾文化系列職稱評審的對
接辦法。探索將台籍在閩從事文旅工
作的人員，納入全省文旅系統給類評
審、評優範圍，享受同等待遇。

當天，福建省台港澳辦聯合福建省
工業和信息化廳、福建省文化和

旅遊廳、人民銀行福州中心支行等相關
部門舉辦政策說明會，介紹福建省貫徹
落實「31條措施」成效以及「26條措
施」先行先試情況。鍾志剛表示，目前
「31條措施」在閩均已落實且有實施案
例。
據介紹，福建省出台台灣青年來閩實
習、就業、創業政策支持體系，專門安
排一批村莊支持委託台灣青年建築師團
隊來閩提供規劃設計諮詢「陪護式」服
務；廈門航空四度入島招聘台灣青年超
300人；開通「築夢第一家園·台灣青年
就業廣場」，常態化台灣青年網絡求職
招聘平台有效運行， 1,000多家企業已
在線發佈超過1.2萬個台灣青年實習就
業崗位，設立各類台灣青年就業創業基
地 70 多家，入駐各類基地台資企業

2,074家、台灣青年5,216人；一批政府
引導、市場主導、混合發展的基地正在
形成。
福建省率先允許52項台灣地區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技術士）考試及格
證書直接比照認定該省相關中初級職
稱，率先對11項水平評價類台灣專業
技術職業資格直接比照認定。得益於
此項舉措，4,300多名台胞在閩取得技
能人員職業資格，已在閩執業台灣醫
師535人，462名台灣教師受聘在閩高
校全職任教。

「26條」已有19項具體案例
鍾志剛還提到，新近發佈的「26條措

施」，是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上升為制度
安排的又一重大舉措，已有19項在福建
有實踐基礎和具體案例。其中在幫扶台
企方面有6條，如第7條提出的支持台

企增資方面，福建的惠台「66條」已明
確提出「新設立的在閩台資企業自營業
執照頒發之日起兩年內到資的給予獎

勵」，自2019年以來福建省已給予奇美
等台企合計 2,100 萬元人民幣增資獎
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何德花及

新華社、中新社報道，福建省台港澳

辦副主任鍾志剛昨日表示，赴福建實

習就業創業台灣青年已突破3萬人，

其中包括535名在閩執業的台灣醫師和462名在閩高校全職任教的

台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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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福建實習就業創業台灣青年已突破3萬人。圖為在閩台青現場申請辦理「台胞
信用卡」業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