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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行罩不住 需求催生新行业

台湾新兴职业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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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秘书？做什么的？”在台
北接过妍君的名片，我问题成串。“大

陆没有吗？那我可以去开班了。”就是
这么敏锐的商机嗅觉，令台湾不断出现

新的职业，新娘秘书只是林中一叶。
暑期是毕业生的求职季，除了传统的公

务员、管理、制造、服务业外，就连几年前被热捧
的IT业都光环褪色，不少新兴行业跻身”“百万年

薪”之列，也有不少老行业“翻新”带来新梦。

新娘秘书与工地之花

服务业是台湾令人称道的行业，在不少领域曾处领
军地位，婚纱业就是其一。但近两年“韩流”来袭，韩剧与

韩星的效应带红韩国的婚纱业，连台湾人都飞赴韩国买婚
纱、拍婚纱照。此时，台湾的婚纱业者就设立了新娘秘书这个

新职位。妍君告诉记者，有全天秘书和半天秘书，工作就是紧
盯新娘，帮助她应付心理和实际上的一切麻烦，包括补妆、换

衣，看她太紧张讲个笑话，看她眼中泛泪递上纸巾，提醒她
换婚纱前上个厕所。“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也是专业，比

如有一些美发美容和防止礼服下滑的小道具，几秒种
就解决问题，但如果只是亲友帮助难免手忙脚乱，增

加新娘的紧张。”
妍君大学毕业，专业是设计，但毕业后一直没

找到理想工作，便交学费上了新娘秘书专业造型
师班，“我在台北学的是最贵的课程，从包头（盘

头）到彩妆都学了一遍，我有兴趣，也喜欢这
个工作，特别是我服务过的新娘又介绍人来

找我，我就觉得我很棒，老板也很开心。”
也有一些新职业是不用培训、没

有门槛的，比如工地之花。台湾有超
过 30 万境外劳工，大多来自泰国、

菲律宾，各大建筑工地就是他们
的天地。最近，会有年轻姑娘骑

着摩托到工地送来盒饭、香
烟、槟榔、电话卡、冷饮等，

只要劳工一个电话，她们
随时带货过来。在暴晒

的工地从穿着清凉的
姑娘手中接过商品，

劳工们省时又愉
悦，不计较多付

一 点 送 货 费 ，

“工地之花”这个新职业由此走红。

有机农夫

农业是古老的行业，但有机农业却是新宠，高学历的年
轻人回乡做有机农夫在台湾已成风尚，他们把有机概念和网
络销售带回乡村，既令农业有了新面貌，又开创了自己事业。

台湾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政策鼓励都市年轻人“上山下
乡”，农业县屏东今年就推出了“燕南飞”青年从农补助计
划，不仅对有志回乡务农的年轻人免费培训，还安排农场实
习，实习期间每月补助1万元 （新台币，下同） 生活费，培训
结束如提出可行的务农计划，便提供12万元的创业费。这笔
钱可不白花，引进人才对日渐衰落的农村是当务之急。一位
留英博士在屏东种起了咖啡，成立了泰武咖啡产销班，已建
立了稳定的产销链条，带动了屏东的咖啡种植。

现在台湾各地几乎都有有机农场，这就是有机农夫们带动
的风潮。邱荣汉大学毕业后与朋友开设印刷公司，后来因父亲
年事已高，又不忍祖辈耕种的土地荒芜，就回乡做了有机农夫。
与父辈大不同，他先是坚持有机种植，后是自己开发了“蔬菜
箱”App（智能手机软件），消费者下载这个软件后，不仅可买农
产品，还能看到他的生产过程和方式，亲眼见证“有机”。因此，
他种植的竹笋和其他当季作物一路畅销。

台南水菱农场的有机农夫杨从贵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看到我坚持不用农药和除草剂，村里的阿伯说这样种稻
我会饿死。现在几年过去了，阿伯跑来找我加入了我的有机
联盟。用农药既伤自己又伤土地又伤消费者，只要我们证明
不用也可以不饿死，有机农业是有市场的。”

App新贵

记者询间台湾一家猎头公司的工作
人员，眼下台湾最好找的高薪工作是什么，
他说，凡是和App有关的工作都好找，特别是
编程，“你可以去各种求职网站上看看，只要输
入App，全是招聘信息。”

这块商机早到早得，虽然门槛不低，但不少年
轻人已经捷足先登，打下一片江山。

台湾一家知名 App 开发公司欧酷网路，员工平
均年龄27岁，创办人28岁，他们成立公司3年开发56
个App软件，其中23个名列下载排名榜第一名，台湾每
12个智能手机用户，就有一个是他们公司 App的使用者。
另外一家年轻人创办的软件公司龙骨王，创办当年就又获
奖又获利，他们看准的是健康市场，开发了一套跟着医生做
康复训练的软件，屏幕上既有医生的动作，也有康复者的
动作，还有评分系统，可以随时提醒康复者纠正动作。这
套软件有价值6万元的个人版，也有50万元的单位版，已
有 10多家大医院和养老机构购买了他们的产品。还有
一位美女看准台湾每年600亿元的减肥市场，决定要
分一杯羹。她虽然从小就是好学生，毕业于台大，但
并不是书呆子，商业头脑和操作能力都强，2012年
建立“爱瘦身”网站，内容、互动、App、网购综合
经营，现在收入已达6000万元。

（本报台北7月22日电）

香港地道美食多，有香港业界人士计划将民间小吃
“油炸鬼”与广东粥品“油炸鬼”申请香港非物质文化遗
产，希望这两款民间特色美食在史上留名。香港康乐及文
化事务署今年 6 月份公布了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
单，涵盖480个项目，包括饮食方面的有“港式奶茶”、蛋
挞、菠萝包和蠔油蠔豉制作等。

不少港人的集体回忆

香港仁爱堂前主席兼海皇餐饮集团执董萧楚基的上水
间粥品店日前开张。他就以“油炸鬼”招呼宾客，并强
调，会尽快起草文件，推动“油炸鬼”与“艇仔粥”申遗。

出席剪彩的叙福楼集团执董黄杰龙也力挺将“油炸
鬼”申遗：“这是不少港人的集体回忆，不论你是富人还是
穷人，一定吃过油炸鬼。”

香港街边的油炸鬼，跟内地的油条很像。油炸鬼铺面
临街，各有各的牌号，但格局都相仿：门口煮粥，炸油炸
鬼，里面十几平方米，摆放着三五张桌子，显得拥挤不
堪，落座和起身，都要小心，尽量直起直落，弄不好就

“背靠背”了。
油炸鬼比内地炸得焦一点，咬上一口，松松脆脆，很

香、很酥，也有人说是炸两遍才这样好吃。两根油炸鬼，
一大碗皮蛋粥，吃得热乎乎，够饱足，放下碗筷，走出店
门，两脚生风，劲头十足。

至于“艇仔粥”，萧楚基认为，体现了港人灵活变通、“有
什么便煮什么”的精神。“艇仔粥”最初是由广州水上人家用
艇仔在荔枝湾河经营贩卖。如今虽然艇仔卖粥已绝迹，但风
味至今仍在，值得传承下去。

这种吃食以鱼片、炸花生等多种配料加在粥中而成，集
多种原料之长，多而不杂，爽脆软滑，鲜甜香美，适合众人口
味。现在在广州、香港、澳门以至海外各地的广东粥品店，艇
仔粥都是必备的食品。

“港式奶茶”的经典样本

在香港申遗成功，往往有多重意涵。
以“港式奶茶”为例，香港本土茶餐厅有超过 6500

家，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香港人每年饮用奶茶超 10 亿
杯，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100 亿港元。最初只有达官贵人
才可在高级餐厅饮用，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出现路
边大排档，奶茶才进入寻常百姓家。时至今日，港式奶茶
文化更代表了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一年一度的“国际金茶
王大赛”也将港式奶茶的文化价值及地位进一步提升。

一杯好的港式奶茶除了对原料和配方都有讲究以外，
还需要依靠师傅的独特手艺：掌握
特定的水温，煮茶的火候等，可以
说冲泡一杯好奶茶也是一门艺术，
特别是香港传统的丝袜奶茶，更是
受到内地游客的青睐。

随着港式奶茶的推广，奶茶文
化也成为香港旅游的一大特色，不
少游客都会专门到当地特色的茶餐
厅一品香港奶茶的醇厚与丝滑。香
港咖啡红茶协会副主席黄浩均介
绍，近几年港式茶餐厅在内地愈见
愈多，一线城市都有上百间茶餐
厅，并且在二三线城市也发展良好。

香港政改
应理性商讨

“占中”只是少数政棍不满普选
方式而发起的，中央已经表明 2017
年会有普选，但他们 （反对派） 偏偏
要胁迫中央根据他们所提的方案去做

（落实特首普选），很无谓。
——香港市民、从事销售的林先

生

发起“占中”者只为一己私利，
并没有为香港发展考虑。眼见香港逐
渐成为“示威城市”，深感痛心。反
对派“事事反对”，令很多利民政策
无法实行，施政更是举步维艰。沉默
的人再不出声，正义的气焰就会被压
下来！民意在哪里？在这里！

——香港市民麦先生

“占中”是“没完没了”的分化
社会行为，认为社会各界应“平心静
气”商讨普选事宜，不应以激进行动
破坏社会秩序。“占中”搞到全世界
都知道，投资者都不敢来港投资，连
新加坡都超过香港，就知道影响经济
有几大。

——香港市民、73 岁的退休的
士司机张先生

香港社会较文明，市民普遍都很
勤奋、斯文，但因反对派搞事，香港
现在出现很多暴力事件，反对派试图
以拉布、掷物等暴力方式，阻止议会
正常运作，妨碍民生议题通过，是浪
费公帑的做法。反对派议员的行为有
损立法会形象，更担心立法会内频频
出现的暴力事件，容易让小朋友“有
样学样”，带来负面影响。

——香港市民万小姐

香港目前的政制发展情况，也应
该要理性地保持对话，暴力、斗争、
谩骂，无论在家中、在工作岗位、在
社会、在国家之间，都不能真正解决
分歧。聪明的香港人，是时候考虑如
何明智地行出下一步了。

——英国首位华人市长、英女王
大伦敦代表副官陈德樑

（摘自香港媒体）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对新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对新
兴职业的评价兴职业的评价，，将其归纳为两点将其归纳为两点：：

一一、、不少新兴职业尚未建立不少新兴职业尚未建立
起职业规范起职业规范，，入行时要留意保护入行时要留意保护
自身权益自身权益，，根据职业的特定风险根据职业的特定风险
与公司签订安全保护条款与公司签订安全保护条款。。

二二、、不要单纯被新兴职业的不要单纯被新兴职业的
高薪吸引高薪吸引，，新行业最初会吸引新行业最初会吸引
投机者投资投机者投资，，造成高薪假象造成高薪假象，，
但这种高薪有跌落的风险但这种高薪有跌落的风险。。

进入 7月，台湾增添了江西元素：街
上有大巴车上印着“老家哪里 幸福赣
州”的大字、南昌成为第四批开放赴台个
人游城市、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首
次在台湾举办。江西省委书记强卫21日抵
台即向迎接的江西籍台湾老乡展示浓浓乡
情：“我是进口老表，各位都是出口老
表，我一直想到台湾来探亲访友，今天梦
想成真。”

老家是血脉的源头

台湾有50万江西籍人，虽然江西对于
其中许多人只是爷爷口中的故事，但江西
仍然牵动着他们。台湾知名人士雷倩女士
说：“总觉得那里是和自己有关联的，是
自己的源头。”就是这种血脉源头的宿
命，令台湾江西同乡会、江西会馆遍布各
地。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孝严说：“我妈

妈是江西永修县吴城镇人，我当然要参加
江西同乡会。”记者 21日来到位于文山区
兴隆路的台北江西会馆，烈日之下，会馆
楼前已锣鼓排开，舞狮的小伙子早早裹上
行头，一群老伯伯跑前跑后张罗着迎接江
西代表团。楼上，嫁到台湾的江西女儿拖
儿带女，一团热闹。当强卫说给孩子们带
来礼物时，小朋友们一拥而上，强卫蹲下
身一连声地哄着孩子：“每人都有，每人
都有。”嫁到台湾的江西女儿已有 2 万多
人，这样的场面会给她们的台湾孩子们留
下江西印记，江西情结就这样传承下去。

方文山推介江西山水

22 日，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开
幕，江西风景独好分享会、客家青年联欢、
产业合作对接、两岸和平祈福法会、农产品
采购等活动依次在全台湾展开。在 22日于
台北举办的江西风景独好分享会上，台湾
金牌歌词写手方文山意外现身，原来，他也
是江西籍，在陪父亲回江西探亲时，背回了
祖屋的砖瓦。分享会主持人即兴说：“难怪

《青花瓷》写的那么好，方文山和青花瓷都
是江西的啊。”强卫颁发给方文山“江西旅
游文化传播之星”荣誉证书，方文山回赠自
己写的书法：赣南子弟 海外永续。

庐山、三清山、鄱阳湖、婺源、景德
镇……影片加上歌舞和画瓷大师的现场演
示，展示了江西山水的“独好”。强卫在
开幕式致辞时还特别介绍：“蒋经国先生
当年在赣州生活、办公的旧居得到了很好
的保护，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访。”

他说，江西正致力建设旅游强省，台商可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参与江西景点景
区、旅游配套服务等开发，分享“江西风
景独好”的品牌收益。

文脉汇聚成共同的根脉

眼下，“江西古代文明历史文物特
展”正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展览汇集
了江西省多家博物馆的 120多件 （套） 的
文物精品，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青铜器、
陶瓷器、金银器、丝织品和书画荟萃一
堂，展示了江西的文化实力。

江西的宗教文化、客家文化、儒家文
化、陶瓷文化、书院文化都与台湾有着文
化的连结。江西靖安县的宝峰禅寺是马祖
道一的道场，奉新县的百丈寺是禅宗“禅
林清规”的发祥地，江西龙虎山被称为

“千年道教祖庭”、“道教第一山”，几乎所
有台湾的大宫观都到过龙虎山天师府进香
谒祖。

江西有1250万客家人，与台湾客家祖
同宗、文同源、语同音、歌同调、俗同
风、食同好。此外，江西有个千年瓷都景
德镇，台湾也有个“台湾景德镇”莺歌
镇。至于江西人陶渊明的诗歌、汤显祖的
戏曲、黄庭坚的书法、傅抱石的绘画，都
是泽被两岸的文化瑰宝。

强卫在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开
幕式致辞时说：“共同的血脉和共同的文
脉汇聚成我们共同的根脉。共同的根脉滋
养出赣台合作之花”。

（本报台北7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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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婚纱业引入“新秘”新
职位保持竞争力。图为台北中山
北路婚纱一条街上的各款婚纱。

陈晓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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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江西会馆，嫁到台湾的江西女儿
带着孩子迎接家乡人。 陈晓星摄

内地澳门将合作反洗钱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刘

铮、王培伟） 记者 2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
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与
澳门金融管理局主席丁连星，就内地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反洗钱合作与交流
进行了沟通，达成了签署反洗钱监管合
作备忘录的意向。

亚太反洗钱组织第十七次年会暨工作
组会议及技术论坛日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召开。李东荣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来自
亚太反洗钱组织41个成员以及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
13个观察员的35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高 学 历
的年轻人回
乡做有机农
夫在台湾已
成风尚。

港式奶茶是许多人的最爱港式奶茶是许多人的最爱

7 月 22
日 ， 台 湾
高雄的农民
在台风“麦
德姆”到来
前 抢 收 蔬
菜，避免遭
受损失。

新华社发

““麦德姆麦德姆””要来了要来了

老表抵台走亲戚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吴亚明

新 娘 秘 书
工作就是紧盯
新 娘 ，帮 助 她
应付心理和实
际上的一切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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