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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平潭增開赴台航班

民調：支持統一創10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春節將
至，13 日，台胞蔡宗翰持着剛取的船票通
關，在福建平潭澳前客滾碼頭登上回台過年
的船。蔡宗翰是北京建築大學經濟與工程管
理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在大陸工作已近
20 年，這是他第一次乘坐「海峽號」回台
過年。
回家過年是兩岸同胞共有的春節文化習
俗。今年春節，由於台灣當局拒不批覆，大
陸東航、廈航176班兩岸春節加班機被迫取
消，許多在陸台商台胞受影響。福建是兩岸
交流合作的主通道。今年春運期間，福建全
力保障「小三通」客運運力，廈門、泉州至
金門和馬尾、黃岐至馬祖等4條「小三通」
航線日開行52個往返航班。

蔡當局執政將滿650天 逾六成民眾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新聞網報道，春節前夕，《遠見雜誌》發表最新
「2018 台灣民心動向大調查」。過去 10 年，「遠見研究調查」每年追蹤調查
台灣人統「獨」立場變化。蔡英文執政即將屆滿 650 天，調查顯示「贊成『台
灣獨立』」的比率竟創下調查以來的 10 年新低，而「贊成與大陸統一」的比率
卻攀至 14.8%，比去年的 9.3%多出 5.5 個百分點，創調查以來的 10 年新高。

兩岸關係冰封的此刻，台灣的年輕世代對
「赴大陸發展」的意願卻持續攀升。

濟系教授林祖嘉觀察。另外，近年來，大陸對
年輕人就業、升學均提出許多利多政策，加大
了人才磁吸作用。
台青盼赴陸「新南向」遇冷
此次民調也發現，蔡當局強力提倡的「新南
在問到「如果有機會，會希望去哪些地區發 向」政策熱度不佳。今年台灣人去越南、泰
展，包括投資、工作，或是求學？」發現有 國、印尼與菲律賓等四個主要「新南向」國家
36.6%的民眾想去大陸，較去年三月的調查 的意願都下降。其中，越南雖是南向國家中最 ■調查發現，仍有47.5%的台灣民眾贊成「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基礎。
資料圖片
被青睞，但國人去越南發展的意願，仍由去年
（30.3%）更多。
調查顯示，50歲以下台青赴大陸發展意願均比 的18.5%，跌至今年的13.8%；而印尼的跌幅最 的滿意度上。64.3%的民眾對於蔡英文的整體表現 能力（也就是，能夠兼顧台灣利益和兩岸和平
不滿，與《遠見》「蔡政府執政百日調查」（2016 發展），有沒有信心？」有高達 65%的民眾沒
去年提升不少。其中以18至29歲族群最踴躍，全 高，達6個百分點，從13.8%掉到7.8%。
年8月）的36.2%相比，不滿意度明顯增加了28個 有信心，另有26.4%民眾表示有信心，但比去年
體有超過五成三有意願，比去年成長10.5個百分
蔡當局差評 無力兼顧兩岸
百分點。而今年對蔡的滿意度只剩25.8%，更與上 少了約12個百分點。
點，而30至39歲族群為42.6%、40至49歲則為
而被蔡擱置許久的「九二共識」，究竟還有
44.5%，分別比去年成長5.3個百分點與10.2個百
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蔡當局打分的平均分 任百日的44.4%，相差近20個百分點。
此次民調也顯示，蔡英文團隊執政的最大罩 多少台灣人放在心上？調查發現，仍有47.5%的
分點。
只有 54.1，覺得蔡當局及格（61 分以上）者僅
台灣民眾贊成「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基
門之一，就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不好，年輕人還是最青睞大陸， 為24.4%。
此次民調問及「對蔡英文在處理兩岸關係的 礎，可以兼顧台灣利益和兩岸和平發展。
顯示他們不怕風險，怕的是沒機會！」政大經
對於執政成績的低評價，也直接反映在對蔡英文

舊遠百今成危樓 花蓮縣長：1個月內拆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花蓮縣 也憂心忡忡，在周邊張貼「我不要被壓
長傅崐萁 13 日表示，花蓮舊遠東百貨大 死」等標語，盼大樓能盡速拆除。
遠東集團則發佈聲明表示，有關舊遠百
樓（下簡稱：「舊遠百」）在這次地震被
鑑定為危樓，目前雖未傾倒，但已限期 1 大樓受地震影響毀損產生安全顧慮，經花
蓮縣府同意，遠東百貨已與台北市土木技
個月內予以拆除。
師公會聯繫，21日會同專家學者會勘，以
舊遠百鋼筋外露 專家將全面體檢 民眾安全為主要考量，作最妥善迅速的處
花蓮 6 日深夜發生 6.5 級地震，花蓮市 理。
國民黨籍花蓮縣議員謝國榮 13 日更率
震度達7級，花蓮市中心的舊遠百外牆剝
落，1 樓柱子龜裂，水泥粉碎露出鋼筋， 領當地5位里長以及居民在舊遠百大樓前
鐵捲門也扭曲變形，市公所要求舊遠百拉 抗議，高喊「不拆舊遠百，不進新遠
起封鎖線，架起圍欄以策安全。附近居民 百」。

■舊遠百一樓騎樓樑柱鋼筋明顯
外露（右圖），已被張貼危樓告
示（上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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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懸着的心終放下
同時，福建部署增加平潭至台灣的海上客
運航班。目前，平潭至台北、台中，廈門至
台中、基隆等4條兩岸海上客滾航線，每周
有18個往返航班，春運期間可提供6萬個客
位。蔡宗翰當天乘坐的航班就是「海峽號」
增開航班。
蔡宗翰坦言，往年都是提前兩周就訂機
票，但一直搶不到北京飛台灣的機票；聽說
13 日平潭增開到台北的航班，「懸着的心
終於放下」。這是今年春運期間「海峽號」
增開的首趟平潭赴台北直航航班。目前，
「海峽號」和「麗娜輪」航班現運力較足，
14日「麗娜輪」還有一趟航班。

金廈同放煙花賀新春

傅崐萁 13 日上午表示，縣政府正式會
同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將該大樓鑑定為危
樓，目前雖沒有傾倒，但已限期1個月之
內要拆除。
此外，針對雲門翠提大樓拆除進度，傅
崐萁說，雲翠大樓是目前執行進度中最困
難的區域，因為大樓實際高度超過 40
米，但全台最高的大鋼牙、重機械，只有
26 米，所以還要將工作面墊高至 4 到 5 層
樓高，才有辦法執行。傅崐萁說，現在也
從西部調大型卡車、重型機械來花蓮，會
積極地24小時地趕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金門縣與大陸福建廈門春節煙花將於大年初
一（2 月 16 日）晚 8 時同步施放，共慶春
節，營造「煙火慶新春，兩岸一家親」的熱
鬧氣氛。金門在烈嶼鄉上林將軍廟前施放，
福建則是在廈門市環島路黃厝沙灘舉行。金
門縣政府表示，期盼兩地以煙火傳遞祝福，
共同歡慶春節，也象徵兩岸和平。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指出，當晚 7 時 5 分到
45 分先進行戰鼓、樂團演唱和祥獅獻瑞等
表演活動。煙火定於8時登場，內容有「金
狗賜福，福旺廈門之喜迎新春」、「海口如
畫」、「 人傑地靈」、「樂在其中」和
「嚮往未來」。

神州大地

「過年鎧甲」走紅
應對親戚「拷問」
春節將至，一件「過年鎧甲」忽然流行於朋友圈，該件自帶吐槽氣質的衛衣，大

浙青車禍不治
父母捐其器官助人

紅底色，兩袖分別印着「新春快樂」、「恭喜發財」，彷彿大門兩側貼着喜慶的春
聯。衛衣正面則赫然印着：「工資保密」、「沒有對象」等應對親戚關
切的答案。一衣在身，免開金口，展現了內地青年對親戚們「又愛
又怕」的心態。
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的「95 後」譚斯
中文，被親戚屢屢直接追問為什麼學俄語、

為什麼自掏腰包去非洲支教做義工，那些自己
獲得充分精神滿足的選擇，卻遭到親戚的評頭
論足，這讓譚斯文感到「三觀不合」。此時，
她為了避免進一步「暴擊」，會迅速轉移聊天
話題。「有些遠房親戚關係很脆弱，如果互懟
破壞關係還是很可惜的。」
新年的「謎之敘舊」，也讓清華大學機械工
程系的「95後」孔祥昱感覺到不自然。一聽說
他是清華學生，許多親戚便連連感歎：「哎呀
當時抱着 3 歲的你，我就知道你能上清華
了！」一聽說他沒有女朋友，親戚的眼神又產

■《中國青年報》
生了變化。

「邊界」何在有分歧
武漢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教師陳武認
為，相較於上幾代人，「90後」和家庭分離的
時間點更早，追求獨立，因而交流中不適應上
一代人邊界薄弱的隨意發問。陳武覺得，過年
時節，「過年鎧甲」在社交圈走紅的其中一個
原因是人習慣於反思總結和展望未來，對很多
私人事宜更為敏感。有網友出招解難，表示難
堪只是因為沒話題，而彼此未掌握良好的聊天
技巧，建議在進門前花幾分鐘想想最近有什麼
有趣的、而大家都能理解的事情。

■淘寶網出售
了該款「 過年
鎧甲」
鎧甲
」。 圖為
賣家圖。
賣家圖
。
網上圖片

照顧遠行孩童 列車員見兒靠視訊
從吉林長春開往福建廈門的Z102次列 18 度，穿着厚厚的衣服，突然進入擁擠
車，跨越九省一市，車程長達 28小時。 悶熱的車廂，很多孩子出現不適，哭聲
在這趟跨越3,000多公里的列車上，列車 此起彼伏。
旅客大多是在東北打工的福建人，大人
每人照顧20童
們為工作南來北往，孩子們也只能隨從
奔波。列車員們，因此練就了「十八般
很快，他發現一名 3 歲小童發高燒，
武藝」，應對小朋友們的各種突發情 燒到 40 度。劉洋拿出預先準備的退熱
況。但是，他們在崗位上盡職盡責的同 貼，貼在該名小童額頭後，把其臨時安
時，只能通過視頻看看自己的家人。
頓在了自己的宿營車上。另外一個還不
列車長劉洋，任該班次車長已 4 年。 到兩周歲的小朋友也發燒了，上車前父
他判斷，開車後兩小時內，孩子們的狀 母帶着他吃了頓火鍋，一上車就嘔吐不
況會集中爆發。車廂外，長春的溫度大 止。劉洋怕他會脫水，讓乘務員給他沖
約是零下 26度，車廂裡的暖氣開到大約 些奶粉。

該車次兩個班組一共20名乘務員，平
均每個人要幫旅客照顧 20個小朋友。漫
長旅行中，列車員要防止小朋友在車廂跑
動，避免集中吵鬧，實屬不易。劉洋說起
一個故事，有一次，車廂裡一個孩子哭得
紅頭漲臉，母親滿頭大汗，無計可施。這
時，劉洋把孩子接了過來，一摸紙尿片
（內地稱「尿不濕」）都濕透了。這一路
上，劉洋每次巡視都會去看看這孩子，看
孩子媽媽實在累得不行了，他乾脆提出，
把孩子交給自己一個小時。送走最後一批
乘客，劉洋終於可以通過視頻看看自己的
兒子了。
■央視網

■兩位老人鄭重地替因車禍重傷不治的兒子黃興（化
名）作出了捐獻器官的決定，此舉至少能挽救3個人
的生命。
網上圖片

■長途列車上小童發燒等突發情況層出不窮。圖為列車員
在為小童貼退熱貼。
網上圖片

「只要我兒子的器官還活在別人的身上，就彷彿他活着
一樣。」近日，在浙江省瑞安市人民醫院瑞祥院區，兩位
老人鄭重地替因車禍重傷不治的兒子黃興（化名）作出了
捐獻器官的決定，此舉至少能挽救3個人的生命。
2日晚，年僅32歲的平陽人黃興因車禍傷重昏迷。
「搶救工作進行到2月5日時，患者已經接近腦死亡狀
態，這個時候我就跟患者的家人提到了器官捐獻。」瑞
安市人民醫院瑞祥院區急診重症監護室醫生陳傑說。
目前，在瑞安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見證下，溫州
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器官移植專家們已幫助黃興
完成了肝臟、雙腎的捐獻，至少能挽救 3 個人的生
命。
■中新網

「三星高照」除夕夜
闔家團圓觀天象
「三星高照，新年來到」，天文專家提醒說，15
日除夕晚上，人們可以在正南方天空欣賞到寓意「闔
家團圓，吉祥如意」的「三星高照」天文美景，迎接
農曆狗年到來。天文教育專家、天津市天文學會理事
趙之珩說，「這三顆星就是著名的獵戶星座三星：參
宿一、參宿二和參宿三。」分別被稱為：「福星」、
「祿星」、「壽星」。
獵戶星座是冬季星座之王，主要由七顆亮星組成，
結構明顯，辨識度極高。其中有一顆紅色的亮星，叫
「參宿四」。就在參宿四的下方，整齊地排列着三顆
星星。這三顆星距離相等、亮度相同，均為2等星，
而且都閃爍着青藍色光，由左向右依次是參宿一、參
宿二和參宿三。趙之珩介紹說。
「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年。」天文專家表示，除
夕夜，有興趣的公眾向南方的夜空望去，就可以看到
閃着藍光的「三星」與人間萬家燈火相互輝映的壯觀
場景。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