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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豬害台 秋鬥反蔡
2020年11月23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工運指
標活動秋鬥大遊行 22 日登場，主辦單位宣
布，有 5 萬人、40 多個民間團體走上街頭，
表達「反毒豬、反雙標」等訴求，同時要求

5 萬人逾 40 團體上街 訴求
「反毒豬、反雙標」

蔡英文撤回進口瘦肉精美豬的行政命令，台
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下台，以示負責。

大遊行，開啟台灣工人運動的傳統和歷史。後來也結
合教育、性別、環保、移民、農民等多個議題，逐漸
成為社運發聲平台。

執意開放將重傷豬農生計
主辦方在凱達格蘭大道設置主舞台，發表遊行前演
講。遊行隊伍分三大隊，包括第一大隊食安、勞工，
第二大隊環保、教育以及第三大隊土地及言論自由。
秋鬥家長代表在台上發言時說，她原本是民進黨支
持者，但看到民進黨當局進口瘦肉精美豬，必須要為
孩子站出來。豬農代表表示，開放瘦肉精美豬是錯誤
政策，對食安和養豬業都是巨大衝擊，若當局執意開
放，民眾會對豬肉有疑慮，更重傷豬農生計。

籲勿扼殺新聞與言論自由
還有不少民間團體，針對勞動、年金改革、土地徵
收、環保議題發表演講，表達對民進黨當局執政不
滿。對於近期引發巨大爭議的中天新聞台被關事件，
主辦單位也痛批民進黨過去在野時主張黨政軍退出媒
體，但現在媒體隨處可見民進黨資金，甚至通過「網
軍」出征，撻伐異己。要求民進黨當局用同一套標準
檢驗綠營媒體，勿扼殺新聞與言論自由。

中國國民黨、台灣民眾黨
也率員參與遊行。國民黨方
面，包括黨主席江啟臣、前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前
副領導人吳敦義、前黨主席
朱立倫皆到場，部分藍營執
政縣市首長及各地民意代表
也一同到場聲援，現場氣氛
熱烈。

近 30 年規模最大
馬英九指出，食品安全攸
關民眾健康，蔡英文不顧民
眾反對、不顧豬農生計、不
與部會討論、不和議會商
量，強行開放有健康風險的
瘦肉精豬肉進口，這就是一
人獨裁。
台灣民眾黨批評，號稱
中央社
最會溝通的民進黨，卻無 ■「秋鬥」22日登場，主辦單位宣稱約有5萬人參與。
法回答各界對瘦肉精豬肉的疑慮。這麼多民間團體 標」等口號，正式開始遊行，遊行路線從凱達格蘭大
走上街頭，原因正是民進黨執政已經天怒人怨，完 道行經台灣地區立法機構、行政機構，最後到達民進
全背棄承諾，民進黨已成「民主退步黨」。
黨中央黨部。這是蔡英文連任後第一場大型抗議活
演講過後，主辦單位帶領民眾高喊「反毒豬、反雙 動，也是秋鬥近3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近 200 兩岸青年
「雲遊」
湖北非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期
兩周的「非遺所思」兩岸非遺文化嘉年
華活動正在武漢舉行，本次活動採取線
上與線下結合的方式，把兩岸非遺傳承
人和手工藝人連接在一起，引領兩岸青
年共同感受璀璨的非遺文化。
本次活動由全國台聯、湖北省海外聯
誼會共同主辦。活動依託武漢理工大學
「非遺所思」公眾號欄目，持續「上
新」大冶刺繡、通山木雕、雲夢皮影、

熱乾麵、楚式漆器、蘇恒泰油紙傘等非
遺項目的圖文視頻直播。近 200 名非遺
傳承人、兩岸非遺青年愛好者通過雲考
察、雲學習、雲體驗，在微信群內共同
交流、共同研究、共同創新。
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台灣學
生李佑寬參加了刺繡體驗課程，第一次
學習用蠶絲刺繡的他體驗了平針繡、盤
金繡等針法。「在刺繡的過程中，老師
介紹了刺繡的歷史，我從中了解到一針

一線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一點
一滴都是傳統手工藝者的結晶。」李佑
寬說。
武漢大學研究生、台灣學生李方中告
訴記者，他在武漢求學 7 年，去過湖北
許多城市。此次通過兩岸青年「雲遊」
湖北非遺的活動，讓他對非遺文化有了
更深認識，也更多地了解到每件非遺作
品背後的故事和歷史脈絡。
全國台聯文宣部負責人武曉峰表示，

中華文化是兩岸心靈的根脈與歸屬。舉
辦兩岸非遺文化嘉年華活動，旨在共同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
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近日在武漢舉行的活動啟動儀式上，
台灣青年導演薛穎穜分享了疫情期間在
武漢拍攝的抗疫紀錄片。他說，希望越
來越多的台灣同胞能到大陸來進行文化
交流，在融合中追尋兩岸文化共同的根
和魂。

神州大地

今年茶農選送的參賽茶樣，經過取
樣、檢測、初審、覆審，以及 16 位
專家評委審評，評出各茶類的第一
名、第二名、第三名各一個及優質獎
若干。引人注目的是，高山烏龍茶類
第一名和第二名均由台灣茶農包攬。
李國麟表示，兩岸名茶邀請賽情牽
八閩，心繫兩岸，為促進兩岸茶產
業、茶文化交流不遺餘力，也搭建了
企業與茶農間高效順暢的產銷平台，
推動名茶產區製茶技術不斷進步。
有參賽茶農說，通過鬥茶，能以獲
獎茶葉的高標準引導茶農不斷改善工
藝、提升製茶水平，促進兩岸茶農交
流互動；同時，鼓勵茶農努力做茶、
多做好茶，增進茶情友情親情，助力
兩岸茶業發展。
天福集團是由知名台商李瑞河於
1993年在大陸創辦的茶業企業，2020
年「天福杯」海峽兩岸名茶邀請賽由
天福集團、漳州科技學院主辦。

瓜果之鄉度疫境
網售生果仍飄香

到兩月，連周圍村民家的加起來總共賣了兩噸恰瑪
古，還不夠賣……」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
羌縣瓦石峽鎮塔什薩依村村民瓦日斯江．吾加布
拉說。恰瑪古是當地出產的一種富鹼植物，是南
疆維吾爾族民眾餐桌上的常備食物。在去年接觸
電商直播之前，瓦日斯江．吾加布拉是村裏的
建檔立卡貧困戶。如今，他已是村裏電商服務

生產建設兵團職工：我家沙棗蜜熱銷

站的站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佔

而在烏魯木齊最具標識的旅遊景點——新疆國際大
巴扎，25 歲的茹克亞．沙迪克在她經營的服飾店裏，
幾乎每天下午都會直播。
今年「五一」期間，茹克亞．沙迪克開通了直播，
有時直播自己織布的過程，有時展示銷售店裏民族民
俗特色濃郁的長裙和花帽，有時帶着粉絲們遊覽體驗新
疆國際大巴扎的異域風情……
3 年前，大學剛畢業的她來到新疆國際大巴扎步行街
開了一家服飾店。「創業不易，但咱們大美新疆的旅遊
發展讓我很快就收穫了第一桶金。」茹克亞．沙迪克
說。遊客最多時，她一天就能賣出上萬元（人民幣，下
同）的貨品。第二年，她趁勢而上又開了兩家分店。

台茶農獲高山烏龍茶類第一名

■新疆多地的
「新農人」通過電商實
現增收。圖為新疆和田的
扶貧手工坊內，兩名女子
正在直播「帶貨」。
今年首波疫情後，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區麥蓋
網上圖片
提、岳普湖、托克遜等特色林果產地的主政官
員，紛紛帶頭走進電商直播間，為當地農特產品
當推銷員。從傳統的紅棗、核桃、葡萄乾「老三
樣」，到如今的香瓜、蜂蜜、哈密瓜等的各類特
產，每場直播下來都是幾十噸上百噸的銷量，有
效解決了農副產品銷售難的問題。

稱大頭菜）賣出去，就心滿意足了。沒想到直播不

服飾店主直播織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2020 年「天福杯」海峽兩岸名茶邀
請賽頒獎典禮 22 日在福建省漳州科
技學院舉行。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
要，現場出席頒獎典禮的僅限福建省
內茶友，而台灣、雲南等福建省外的
茶友通過手機觀看直播，還有部分台
灣茶友則受邀到台灣南投李氏家園內
集中觀看直播。
海峽兩岸名茶邀請賽由大陸知名台
資茶企天福集團於 2011 年開始每年
舉辦，得到兩岸茶農認可，吸引眾多
兩岸茶農製作好茶參賽。
天福集團副總裁李國麟告訴記者，
參賽茶類已從烏龍茶增加到大紅袍、
紅茶、高山烏龍、鐵觀音、白茶等 5
種茶類，今年共收到 4,831 個參賽茶
樣。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余天麟

「最開始想，能把家裏種的兩畝地的恰瑪古（俗

地 19.8 萬平方公里的若羌縣是全國轄區總面積最
大的縣，約相當於兩個浙江省的面積，不過，截
至去年，當地的總人口數也不足7萬。
瓦日斯江．吾加布拉介紹說，他在去年若羌縣建設
電子商務進農村示範縣的進程中，獲得了參加「農民
網紅」培訓的機會，並在培訓期間開通了個人直播賬
號，嚐到了電商直播賣貨的甜頭。

兩岸名茶邀請賽 茶農：增友情親情

1993 年，勞工團體希望借用
台灣秋鬥遊行起源於
日本工人運動的春、秋鬥意涵，於每年秋天發起

電商帶火新疆貨
鋪新農人致富路

賣百噸核桃助增收
在新疆阿克蘇市，與瓦日斯江．吾加布拉一樣，來自阿
依庫勒鎮塔什塔村的村民艾合麥提．吐爾迪 3 年前也是建
檔立卡貧困戶，家中 6 口人靠 6.8 畝地生活。如今成為從事
直播的「新農人」。
去年，艾合麥提．吐爾迪參加了阿克蘇市商務局組織的電
商技能培訓。他說，去年幫村裏150戶農民賣出了100多噸核
桃，平均每戶增收上千元，其中117戶是貧困戶。
阿克蘇市庫木巴什鄉巴什巴格村電子商務服務站站長海麗且
木．艾買提也是該市電商培訓的受益者之一。2014 年識別為建
檔立卡貧困戶時，她家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2015年退出貧困
戶時，人均收入 5,500 元；去年成為站長後，人均收入達到 8,000
元。
近年來，在浙江杭州市援疆指揮部的支持和推動下，杭州「電子商
務之都」優勢和阿克蘇資源優勢有效融合，打造了杭州援疆的電商產業
發展模式。阿克蘇市電商產業從2014年起步。去年3月，阿克蘇市電
子商務產業園啟用，成為南疆首個集商務、倉儲、物流等功能為一體的
專業化園區，並與阿里巴巴、京東、雲集等知名電商平台合作。

■阿克蘇市電
子商業產業園，一
個電商的辦公室內，
員工在打包快遞。
網上圖片

而在作為新疆重要組成部分的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電商直播的發展也讓越來越多的基層職
工群眾搭上了「致富快車」，帶着他們的農產
品走上「雲端」，變身「新農人」。
「通過電商直播帶貨，我家的沙棗蜜1個月賣
出去200公斤，銷售最好的時候，月收入達到了
2萬元，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第十四師二二四團八連職工王秀麗說。

簽約快遞電信公司 助服務進村
今年 3 月，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新疆分
公司分別與順豐、中通等八家品牌快遞企業
新疆公司簽訂《郵政快遞合作下鄉進村框架
協議》，全面啟動「郵快合作」下鄉進村，
這將有效提升快遞網點在鄉鎮的覆蓋率。
中國電信新疆公司也於今年 5 月同九家品牌
快遞企業新疆公司負責人簽訂了《快遞電信合
作下鄉進村及5G+智慧快遞合作協議》，未來
將在快遞下鄉進村、5G 應用、基礎通信等方
面開展合作，服務農村電商發展，完善農村快
遞服務網絡。
此外，根據規劃，新疆將通過「個十百千」
（即構建 1 個直播基地，扶持 10 個重點直播主
體，集中宣傳 100 個重點商品，培育 1,000 個直
播活躍個人）繼續扶持電商發展。
自治區商務廳黨組成員、副廳長曹翔表示，此
前，電商助推巴楚蜜瓜產業、尉犁縣囊產業、吉
木乃縣羊產業和奇台縣麵粉等一批優勢產業加快
發展。目前，全區已獲批47個國家電商示範縣，今
年年內還將繼續爭取6個電商示範縣落地。
「我們將繼續推進農村產品和服務標準化、規模
化、品牌化進程。」

■疫境下，
電商為新疆
的農產品覓
得銷路。圖
為農民在採
收葡萄。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