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日至 "日，!#$"第一届“台北城疯年祭”在台

北信义商圈举办。疯年祭取自丰年祭谐音，丰年祭是台湾原住民

最重视的盛会，主办方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也希

望民众可以在体验原住民文化的同时，“疯”得开心。图为 !月 "

日，原住民歌手在演唱。 本报记者 李炜娜摄

赤脚、素服，一队年轻人在鼓声中
透出极富生机的气息。鼓声时而舒缓低
沉，时而急促如雨，击鼓的他们都心随鼓
动，台下的听众也心无旁骛，汗水、鼓声、
掌声……千言万语，不如当下一击。

表演还未结束，听者已经有不少泪
流满面。儿子小豆在台上，朱妈妈坐在
台下，对记者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
从未见过他这样……”

这是近日发生在台湾彰化监狱收容
人员春节恳亲活动中的真实一幕。

艺术治疗

彰化监狱建于 !%#&年，收押的几乎
都是 !% 岁至 "' 岁的青年罪犯，而台上
的年轻鼓者都是彰化监狱的收容人。

小豆学习击鼓才 " 个月，却说现在
他心境和以前不一样了。“每天除了打
鼓，还要打坐，虽然都会大汗淋漓，可
内心却充实了很多。”还有一年多，小豆
就会结束监狱生活，对于未来，小豆说
有信心走好，曾经误入歧途的他不会再
迷路。

教小豆们打鼓的老师来自“优人神
鼓”，这是岛内声名远播的专业团体。

“我们深信艺术治疗对于改变行为模式具
有深远影响。”典狱长巫满盈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巫满盈还讲了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彰化监狱中四成左右是涉毒人员，“优
人神鼓”之前曾邀请收容人在台北的一
个反毒活动中表演。结果，第一次得到
掌声和鲜花的他们，回来后全都睡不着
觉，他们说这一生从没被人称赞过。
“这就是艺术感化释放的正能量。”

彰化监狱会定期聘请专业老师来授
课，如竹琴、口琴、棒钟、布袋戏、葫
芦雕刻、彩灯制作等，收容人可以依自
己的兴趣申请加入。巫满盈说：“年轻
人可塑性强、潜力巨大，我们有两个服
刑期满的年轻人已经加入了‘优人神鼓’
乐队，我们的彩灯作品也得过很多奖，
所以，艺术治疗不仅可以让曾经迷失的
年轻人重新找回信心，也为他们出狱后
的谋生增添了一项技能。”

复归社会

因为都是年轻人，出狱后如果找不
到工作、不能融入社会生活，重入歧途
的可能性就很大，所以，如何为复归社

会做准备，也是律政工作者不得不思考
的问题。

台湾几乎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的特色
产品，有食品、手工艺品等。因为产品
多样，!%&& 年，台湾法务部门举办了所
属矫正机关的美食联展，还票选出监狱
十大美食。包括高雄第二监狱的手工牛
轧糖、台中女子监狱的巧克力、明德外
役监的黄金鸡、桃园女子监狱的南枣核
桃软糖、苗栗看守所的手工水饺、屏东
监狱的手工鼎新酱油等，都颇受市场欢
迎。

依销售额来看，冠军产品是出自彰
化监狱的“好康面”。在制面工坊我们看
到，这是用古早 （传统） 手法制作而成
的荞麦面，完全无化学添加剂。巫满盈

介绍说，全台只有彰化盛产荞麦，狱所
工厂制造的荞麦面纯手工，无化学添加，
所以口感好，一直非常抢手。收容人在
这里学习制面手艺，不仅体会赚钱辛苦，
还可以习得一技之长，作为未来复归社
会的准备。

民众要想购买监狱产品很简单，台
法务部门在网络上推出“矫正机关产品
自营商城”，将全台各地监狱产品照片和
价格分门别类列出，民众只要进入网页，
马上可以直接购买。

台湾监狱什么样？巫满盈说希望透
过记者的眼和笔传达出去，“近年来，
两岸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也盼望可以
跟大陆同业多分享，进一步深化两岸在
律政方面的交流。” 巫满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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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产品跨海赶集

北京、天津、江苏、上海、重庆、
山东、福建、海南……从北到南，从东
到西，大陆各地节前的年货市场里，都
飘着或浓或淡的“台味”。

&月底，在山东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的 !%&"全国年货精品展销会上，众多
台湾特色产品吸引了济南市民。

在台东农会展区，梁小姐正在为人
们介绍台湾牛轧糖。她说，这是她首次
来山东，虽然大部分济南市民并不了解
牛轧糖和普通糖的区别，但仍有不少去
过台湾的市民专程来购买。“纯正的牛
轧糖以麦芽糖代替蔗糖，是糖尿病人也
可以选择的低糖糖果，甜而不腻、不粘
牙。”梁小姐说。同样是首次来济南的花
莲县陈育弘说，以前参加过北京、上海
等城市的糖酒交易会，但租赁大陆年货
展位还是第一次。他说，台湾高粱酒的
名气在大陆叫响了，这几天卖出了 !%多
箱酒，消费者说是要在春节期间送给亲
朋好友。

此次展会 &月 !"日下午闭幕后，紧
接着又移师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直
到 !月 (日结束。

赚个双赢回家过年

在北京，台湾水果节前“倾巢而出”
———新发地水果批发中心举办了一场高
雄水果推介会，蜜枣成为高雄市农业局
与相关企业此次来京推介的主角。为拉

近与京城消费者的距离，主办方借力风
靡两岸的电视剧 《甄嬛传》，特意安排 (

位清宫装扮的“嫔妃”在活动现场担当
代言人，促销台湾时令水果。
“吃蜜枣，早 （枣） 幸福！”台湾业

者不只为自己的优质农产品卖力“吆
喝”，还借谐音向大陆同胞提前拜年，送
上新春祝福。

$ 月 !) 日，由全国供销总社与中国
果品流通协会主办的“!%$" 年台湾水果
节”在北京家乐福超市的 $)家门店同时
启动，柳橙、木瓜、凤梨、杨桃、芭乐

（番石榴）、莲雾、释迦、香蕉、葡萄柚
等 $%余种台湾特色水果集中亮相，大大
丰富了京城春节市场。据销售人员介绍，
台湾水果很受欢迎，连价格相对较高的
莲雾、释迦也卖得不错。

台湾农业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显示，
受惠于两岸直航、签署检疫检验合作协
议以及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等利多，大陆已成为台湾农产品外销的
第二大市场。此间分析人士指出，政策
便利加上台湾农产品在大陆消费者心中
日益建立的优质形象，将让今后大陆年

货市场的“台味”越来越浓。

大陆农产品入台难

大陆多年来本着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办好事的原则，制订了一系列惠台政策。
尤其在两岸农业交流方面，大陆从 !##'

年起就开始单向给予台湾多项农产品优
惠待遇，使得近年来台湾农产品销往大
陆的数量快速增加，尤其 !#&& 年 *+,-

早收清单实施后，享受“登陆”优惠关
税的台湾农渔产品金额，较上年大幅增
长。

有专家认为，两岸经济规模悬殊、
同类产品价差大，开放大陆农产品入台，
可能会对部分台湾农产品造成影响，但
对于台湾少产或不产的农产品，台当局
则应网开一面。有大陆官员就曾希望台
湾，凡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农产
品，也应一视同仁向大陆开放，以体现
平等原则。

事实上，在被台湾限制进口的大陆
农产品中，有不少是台湾欠缺或不产的，
如苹果、小麦、玉米、黄豆等。台湾每年
约进口 &" 万吨苹果、&## 万吨小麦以及
(## 余万吨饲料和食用玉米等，却唯独
拒绝大陆的同类农产品于门外。

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近日否认了要求
台湾开放 )"# 项大陆农副产品的消息。
他说，大陆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们多次讲过，在两岸经济合作进程中，
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人的理念，充分体
谅和照顾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中南部
农民朋友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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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

关于申报厦门市第五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的公告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创新型城市和人才特区建设，厦门市于

!#&#年制定出台《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建设

海西人才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两个政策文件，计

划用 '.&# 年引进 &##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 "## 名领军型创业人才 （简称

“双百计划”）。经研究，决定开展厦门市第五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

申报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一、申报对象：

!#&&年 &月 &日以后来厦门工作、创办企业的，或有意来厦门发展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海洋高新、文化创意等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海内
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一）海外高层次人才

应在海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 周岁，每年在厦门的
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且其技术成果国际先进，能填补国
内空白、具有市场潜力并进行产业化生产，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或者海
外跟进的风险投资不低于其所创办企业注册资本的 "#0，具有海外自主创业
经验或担任知名国际企业中高层管理职位 !年以上的科技创业人才；

!、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具有博士学位、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
研究员及以上职务，学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的专家、学
者或学科带头人；

"、在国际知名企业或机构中，担任中高级职务 ! 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
才或经营管理人才；

(、主持过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的专家、学
者、技术人员；

'、厦门市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二）领军型创业人才

一般应具有 '年以上国内外技术研发或项目管理经验，自带技术、项目
和资金到我市发展，为所在企业控股人或拥有不低于 !%0股权，并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

$、创业项目带头人是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内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拥

有市场开发前景广阔、高技术含量的科研成果；
!、创业项目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或国内

先进，具有市场潜力并可进行产业化生产；
"、创业项目能引领我市重点领域产业的发展。

三、申报办法：

登录厦门市“双百计划”网（1223455!%%67869:;6<=），进入“申报窗口”，
网上填写申报书，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电子版或纸质材料。

四、申报时间：

!#&"年 !月 !#日截止。
特此公告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办公室

本院于 !#&"年 &月 &>日受理原告吴志祥等 /名船
员与被告宝利船务有限公司 （?*@A BC+D @DCEECFG

+H6IJAK6）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已依法采取财产保
全措施，对被告所属的“宝利（?*@A BC+D）”轮予以
扣押。因被告宝利船务有限公司不履行本院民事裁定书
确定的责令其提供担保的义务，本院于 !#&"年 &月 &(

日作出 （!#&"） 武海法拍字第 ####!!####> 号民事裁
定，决定强制拍卖该轮。现已成立“宝利”轮拍卖委员
会，定于 !#&" 年 " 月 &' 日 &# 时在南京对该轮进行公
开拍卖。凡愿参竞买者，可于 !#&" 年 " 月 &( 日 &> 时
前，向该轮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 !# 万元
竞买保证金。该轮所有人为宝利船务有限公司。凡与该
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申
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
偿的权利。
“宝利”轮于 &L)!年建造完毕。总长 &#/6/&M，型

宽 &/6""M，型深 )6(M，总吨 "L&&A，净吨 !("#AN载重
吨 /(>#6/A，主机功率 !)/#OP。

拍卖委员会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号奥体名座武汉海事法院南京法庭。

联系人姓名： 惠林

联系人电话：!"#$%&&'("##

传真：!"#$%&&'("##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法院
公 告

"!)(年 "月 #日

大陆年货市场添“台味”
本报特约记者 常 工

手工牛轧糖、凤梨酥、金门高粱酒、高山茶、杨桃、芭乐、莲雾、释迦……众多台湾

特色美食，已经成为大陆年货市场不可或缺的商品，人们对此更是津津乐道———

探访台湾彰化监狱
本报记者 李炜娜

台湾在线

台北城疯年祭

近日，青岛市民在当地台湾年货大集品尝台湾食品。 李晓闻摄

春节假期临近，岛内业者摩拳擦掌，准备迎接

陆客的到来，电视上有宣传短片，街头悬挂出欢迎

陆客来过年的巨型条幅。

到台湾过春节，个人游的陆客有了更多的选

择。舌尖上的台湾，大概是每个陆客离开台湾后的

怀念。不管是都市的夜市、乡村的“妈妈餐”，还

是大餐，陆客的味蕾总能得到满足和享受。

夜市小吃，不少业者做了几十年，一碗面线、一

块臭豆腐，都希望能让吃的人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前

几日，到高雄采访，夜市老阿嬤的鸭舌冬粉，也是卖

了几十年，小小的一辆餐车，却有不少死忠的粉丝，

吃的人说食材天天都是那么新鲜，味道从不改变。美

味背后是业者的良心和用心。听说是大陆来的客人，

老阿嬤一定要多加几块鸭舌，美味背后还有台湾人

的热情、好客和不用言表的骨肉亲情。

乡村的“妈妈餐”，散发着家的味道。在台湾，不

少民宿里的餐食是女主人亲自下厨做的，用的食材

是在地的山野菜、鱼或是当季水果，主人家希望陆客

不仅能在舌尖上了解到台湾，也能感受到宾至如归

的温馨。

东港乌鱼子、大溪豆干、埔里绍兴醉鸡、原住民

烤山黑猪、夜市三宝……这些台湾北中南的特色美

食，被餐馆、酒店业者连锅端上，方便大陆游客“一网

打尽”。像是台北的君品酒店，还特别将小吃集合命

名“陆客宴”（如图），希望用台湾道地的美食让陆客

一来再来。

舌尖上的台湾，让陆客尝到了台湾的味道，也让

陆客看到了台湾市井小民的人生和社会百态。

舌尖上的台湾
李炜娜文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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