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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海峽架心橋，兩岸一家親。數據顯示，大陸
登記在冊的已經有35萬對兩岸婚姻，福建約有11萬對左右。
其中，福建省泉州市圍頭村姑娘嫁到金門的有近40位、澎湖
20多位，其他則遍佈高雄、台南、屏東、台中等地。近年來村
裡還迎娶了5位台灣新娘，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兩岸通婚第一
村」。
據《法制日報》報道，福建省泉州市金井鎮圍頭村與台灣金

門島相距僅5.6海里，是大陸距離大金門島最近的漁村。由於
地緣關係，這裡是1958年「八．二三」炮戰的前沿。而今
「冤家變親家」，這裡和台灣之間已有上百對新人喜結連理。
「大陸新娘」的名氣，為這個海邊的小村子帶來了商機，每年
十多萬人慕名前來經貿考察、觀光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結合網路新媒體元素，中國
國民黨繼臉書粉絲專頁、LINE＠行動黨部之後，16日推出新
官網「牽手同心讚出來 2014地方公職選舉」正式上線，整合
各縣市首長參選人的相關資訊，以及國民黨的文宣與選舉最新
消息，全力爭取年底勝選。
該網站中除了介紹候選人資訊的「藍軍推薦」之外，還有

「新聞戰情室」，隨時提供國民黨的文宣快遞以及選舉最新消
息，「國民大電視」整合國民黨以及各縣市首長候選人的影
片，無論是微電影、競選廣告，都可以在官方網站上觀看，
「臉書地圖」則是以台灣地圖為背景，放置各縣市候選人的臉
書連結，方便網友加入粉絲團，讓候選人透過社群網路，縮短
與民眾之間的距離。

兩岸通婚第一村
成就上百對新人

國民黨選舉官網上線
據中通社報道，邱文達表示，16

日開始架上都不可以有不合格
的豬油產品，如果再有的話，當局對
製造商還有販賣商都會有嚴厲的懲
罰，17日開始就會有全台性的大稽
查。
台灣地溝油風暴延燒至今已第13
天，台經濟部長杜紫軍16日指出，
初估這波的實質損失影響約是整
個食品產業的百分之一，「50億左
右」，但是商譽部分無法估計。不
過，上周經濟部工業局曾估算損失
為61億元，杜紫軍表示，差不多就
是這個數字。他指出台灣食品業以
內銷為主，外銷為輔。若中小企業
需要紓困，已有既定協助方案可以
給予協助。 台「行政院長」江宜
樺則強調，等到事情告一段落，才
會討論行政部門的責任。江宜樺表

示，預計17日會議將法規面、制度
面、執行面等都釐清後，會向全體
民眾說清楚。

屏東五局處長下台
地溝油事件爆發後，曹啟鴻自上

周神隱至今，16日終於現身，對引
起民眾不安的食安風暴頻頻自責，
會中他宣佈包括城鄉發展處長李吉
弘、衛生局長李建廷、環保局長林
雅文、地政處長蘇俊源和農業處長
林景和等5名一級主管，自11月起
下台負責。
曹啟鴻表示，屏東縣團隊將在未

來6周內，全面清查被檢舉有案的
169家違章工廠，這 5個與違章工
廠業務或使用行為相關的主管，在
6周內，仍將率領局處團隊一起完
成任務，表示負責任的態度。

軍演戰機降公路 兩圍觀者傷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地溝油風暴震動寶島，當局評估
島內食品業損失逾50億新台幣。發生地溝油的源頭屏東
縣被外界批評稽查不力，屏東縣長曹啟鴻16日宣佈准許
5名局、處長辭職。台衛生福利部長邱文達16日表示，
從17日開始進行全台大稽查，對於販賣或製造地溝油商
品的業者，將祭出嚴厲的罰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16日舉
行「漢光30號演習」，台空軍現役主力戰機
F－16A/B、經國號及幻象2000戰機，在短短
8,100呎的高速公路民雄戰備道進行降落，掛
彈、油料補給演練；E－2K鷹眼2000空中預警
機更首度挑戰高速公路起降演練。操演期間有
2名民眾在CH—47SD運輸直升機經過時，疑
似遭直升機強風吹落，受傷送醫。
台空軍司令部表示，演習預訂狀況為台灣空

軍大部分重要機場遭到敵軍飛彈攻擊、跑道嚴
重受損，戰機暫時無法起降，「國防部」依計
劃啟用「高速公路民雄段戰備跑道」，提供各

型戰機轉降及恢復戰備能力，以達成空軍戰力
保存之目標。
負責駕駛F－16戰機在戰備道起降的空軍士

兵王家榮說，民雄戰備道條件不同於一般機場
跑道，並不具備完善且精確的助導航設施，較
短的跑道也影響戰機的起降，任務執行的複雜
性與困難度相對提高。
台灣早年規劃5條公路戰備道給戰機起降，

過去10年，「國防部」曾於仁德、花壇、麻
豆、佳冬戰備跑道演練起降，16日民雄戰備道
操演完成後，5條戰備跑道俱已全數完成驗
證。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台灣最活躍的電商平台——Yahoo奇
摩電子商務發佈2014年台灣網購市場調查數據，台灣網購族
中，用手機逛購物網站及APP的比例為44.6%，年成長近
30%，幾乎每兩位就有一位使用手機購物。
按照Yahoo奇摩電子商務的調查，台灣網購用戶過去一年總
數增加近30%，目前已高達238萬人。相對於大陸動輒上億的
用戶。按照奇摩的調查，目前台灣活躍的手機購物用戶，有高
達54.1%希望在實體店面裡透過手機主動獲得相關優惠；
24.4%期待透過相關定位系統，主動提示附近店家優惠；
38.4%期待透過手機定位功能在實體店面中找到想要購買的商
品。
至於年齡層分佈方面，台灣30-39歲消費者為手機購物中流
砥柱，且依賴度高。與大陸網購人群最大的不同是，台灣網購
市場中，年齡在50歲以上的族群，台灣業者稱之為「熟齡網
購族」，購買力強。

台灣50歲以上網購族購買力強

為期兩個月的《林海
雪原 漁獵古風─黑龍江
魚皮、獸皮、樺樹皮歷史
文化展》日前在廣東省博
物館開幕，共展出130餘
件（套）展品，向觀眾展
現世居在黑龍江地區漁獵
民族的滄桑歷史，揭秘
「三皮文化」的精湛技
藝。主辦方也希望通過此
次展覽，喚起更多的人們對「三皮」製作技藝的傳承保護。
黑龍江省博物館歷史部主任楊樹鵬介紹，黑龍江的「三皮文化」即是

指魚皮、獸皮、樺樹皮文化。主要由生活在這裡的赫哲、鄂倫春、鄂溫
克等少數民族創造和繼承。魚皮衣有防寒防水的功能，用大馬哈魚皮製
作，過程極為繁瑣。如今，魚皮衣已成為黑龍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
件精緻的魚皮衣售價逾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賣菜養兒
為期兩個月的

黑龍江「三皮文化」南下羊城

現年81歲的鄭州老人梁善平喜歡收藏，尤其對鄧小平的藏品情有獨
鍾，大概有100多件與之相關。最近《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熱播，老人
更是追看。老人透露，他的父親梁中山為鄧小平帶過路，還收到了粟
裕將軍簽名的路條。後來憑這張路條，梁善平幸運地領到助學金，得
以順利完成學業。
1948年，劉鄧率領的中原野戰軍配合華東野戰軍由中原地區向豫東商

丘和江蘇徐州方向推進，途徑商丘睢縣尚屯鎮梁莊村，時年15歲的梁善
平和家人就住在這個村莊，一個警衛員敲開梁中山的家門問路，並問願
不願意給窮人的隊伍帶路，梁中山毫不猶豫地說願意。
梁中山上了一輛吉普車，車上坐兩個軍官，妻子不放心跟車到村

口，其中一個下了車，身材不高，操四川口音：「家屬都回去吧，你
們放心，他很快就回來了！」後來證實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20多天過去了，梁中山平安歸來。臨回時，警衛員給了他一張有「粟
裕」簽名的路條，大意是：該老鄉忠厚老實，主動給解放軍帶路，加快
了行進速度，應給予獎勵。憑這張路條，家庭貧困的梁善平在上學期
間 得 到 了 幫 助 ， 每 月 可 領 取 助 學 金 ， 幫 他 完 成 了 學 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常愛濤 鄭州報道

父親給鄧小平帶過路

1911年出生的劉白氏，家中的三個兒子相繼因病去世，
女兒也早與老人失去了聯繫。現在只
剩下一個50多歲的兒子與她相依為
命，但由於兒子體弱多病，只能出去
打些散工，還常常討不到工錢。
老人每次去早市賣菜，都要凌晨3
點起床，將前一天傍晚捆好的豆角、
香菜、茄子交替放到離家不到200
米的車站。這一段路，老人要花上半
個多小時。
賣菜的時候，老人會緩緩地坐在泥
地上。她沒有秤，也不會叫賣，只是
默默地躲在密密麻麻的攤位後面，直
到早市商販們陸續收攤，老人才會從
地上慢慢站起，拾掇起她賣剩下的
菜，咧開嘴笑笑，露出嘴裡僅剩的幾
顆牙。
據老人的鄰居介紹，老人經常會忘
記吃飯、忘記賣了多少菜，但是
她嘴裡卻總是念叨是誰今

天幫她扛的菜、誰買完了菜不讓她找
錢、誰給她送的飯、誰領她上的廁
所。老人的兒子說：「我和她在家不
怎麼說話，多說幾句就要吵起來。可
是為了照顧我，她這把年紀還為我洗
衣做飯。」
最近，很多人紛紛伸出了援助之
手，老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老人
說：「等到夏天來了還要繼續種菜，
我種給來幫我的人
吃，你們誰來就把菜
拿走。」

9月15日，香港青年劉瑞龍從湖南省湘西古丈
縣起步，開啟「騎行助學、義踏千里」活動，為香
港「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籌款，支援
內地農村學校建設圖書室。
此次活動由湖南省海聯會聯合舉辦，劉瑞龍此次
騎單車將經川藏線到西藏拉薩，路線全長達3,000
多公里，預計35天完成。他在途中要翻越14座海
拔超過4,000米的大山，其中東達山和米拉山埡口
海拔達5,000米。
劉瑞龍表示，希望能藉此次活動至少籌得20萬元
善款，計劃幫助湖南貧困地區5所農村小學建立圖書
室。劉瑞龍是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生，他曾到訪
一間約有200名學生的小學當地教育支援相當不充
足。因此，他聯絡了「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
基金，發起本次義騎籌款活動。
香港「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基金會主席梁偉明

表示，基金會從2009年成立，主要是通過推動閱讀
計劃，幫助內地貧困地區學子尋找個人夢想。該基金會
將在香港舉辦慈善晚會，以期獲得香港各界對內地貧困地區教育的
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易新、李青霞湖南報道

過百歲的老人本

應是兒孫繞膝，盡

享天倫。但黑龍江

省哈爾濱市道外區

光明村104歲的劉

白氏，卻要用早已

佝僂的脊背，扛起

養活羸弱兒子、照

顧整個家的重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心者 哈爾濱報道

哈爾濱104歲老嫗

■梁善平老
人 和 他 的
「 小 平 藏
品」。
網上圖片

■赫哲族男士魚皮衣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香港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主席梁
偉明（左一），湖南省海聯會秘書長洪真健
（左二），騎行志願者劉瑞龍（左三）等合
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易新攝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04歲
老人劉白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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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騎行3000公里籌款助學內地
吉林省長春市一

對小夫妻沈玉田和
夏暢在自家開的
「唯美髮藝」理髮
店門前掛上條幅，
環衛工人來店理髮
只收1元人民幣，
以此來報答曾經幫
助他倆收拾門前垃
圾的環衛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志堅 長春報道

■邱文達16日在台「立法院」院會上回應食安相關問題。左為江宜樺。
中央社

■屏東5名局處長辭職。 中央社

■台灣16日舉行軍演，空軍戰機在高速公路起降，吸引民眾到場圍觀。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